
 

107學年度第2學期「明道盃讀書心得寫作比賽」獲獎名單 

（下列班級標示為 107 學年所屬班別，並已登錄 IDP） 
 

名次 學號 班級 姓名 書名 指導老師 

第一名 71Y106 國一 03班 09號 李筠涵 奇蹟男孩 陳慧婷 

第一名 61Y476 國二 11班 04號 林于琪 先別急著吃棉花糖 何雅玲 

第一名 51Y244 國三 06班 11號 張芸瑄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呂郁昇 

第二名 71Y052 國一 02班 03號 吳金萱 誰說我沒有影響力 蘇靖玟 

第二名 71Y072 國一 02班 23號 林冠宏 奇蹟男孩 蘇靖玟 

第二名 71Y139 國一 03班 42號 邱彥銘 危險心靈 陳慧婷 

第二名 71Y534 國一 12班 09號 梁依縈 孤雛淚 黃繼瑩 

第二名 71Y854 國一 18班 40號 楊書宗 小王子 蔡佳伶 

第二名 71Y914 國一 20班 07號 陳伊柔 《來自天堂的微光》 吳嘉專 

第二名 61Y040 國二 01班 40號 許肇麟 有種，請坐第一排 何雅玲 

第二名 61Y307 國二 07班 21號 王翊宇 哈利波特–鳳凰會的密令 賴佩琳 

第二名 61Y479 國二 11班 07號 林芝儀 黑鳥湖畔的女巫 何雅玲 

第二名 61Y502 國二 11班 30號 張哲安 人間失格 何雅玲 

第二名 61Y742 國二 16班 30號 張淮睿 一○八好漢忠義豪傑：水滸傳 劉慧芳 

第二名 51Y104 國三 03班 10號 陳伊萱 《走在夢想的路上》 沈加佳 

第三名 71Y053 國一 02班 04號 李奕葶 解憂雜貨店 蘇靖玟 

第三名 71Y069 國一 02班 20號 吳崇立 誰搬走了我的乳酪? 蘇靖玟 

第三名 71Y083 國一 02班 34號 楊程凱 神鵰俠侶 蘇靖玟 

第三名 71Y093 國一 02班 44號 蔣博安 先別急著吃棉花糖 蘇靖玟 

第三名 71Y097 國一 02班 48號 蘇柏浩 老師的 12樣見面禮 蘇靖玟 

第三名 71Y336 國一 08班 01號 王睿渝 點滴城市 梁伶羽 

第三名 71Y342 國一 08班 07號 陳瑞韓 小婦人 梁伶羽 

第三名 71Y356 國一 08班 21號 林世卿 小王子 梁伶羽 

第三名 71Y379 國一 08班 44號 羅廷睿 追風箏的孩子 梁伶羽 

第三名 71Y490 國一 11班 13號 黃毓庭 奇蹟男孩 李家毓 

第三名 71Y494 國一 11班 17號 謝閎如 我想吃掉你的胰臟 李家毓 

第三名 71Y769 國一 17班 04號 吳偵余 乞丐囝仔 黃繼瑩 

第三名 71Y783 國一 17班 18號 陳湘瑜 佐賀的超級阿嬤 黃繼瑩 

第三名 71Y787 國一 17班 22號 趙苡晴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
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 

黃繼瑩 

第三名 71Y888 國一 19班 27號 沈昱丞 黃魚聽雷 陳慧婷 

第三名 71Y896 國一 19班 35號 張竣淇 青春第二課 陳慧婷 

第三名 61Y003 國二 01班 03號 王昱婷 在咖啡冷掉之前 何雅玲 

第三名 61Y243 國二 06班 04號 林芷瑄 英國傳奇首相--邱吉爾 陳姝娟 

第三名 61Y250 國二 06班 11號 黃昀芸 創造超越的人生 陳姝娟 

第三名 61Y267 國二 06班 28號 林緯祥 夢想零極限 陳姝娟 

第三名 61Y286 國二 06班 47號 蘇勢文 小王子 陳姝娟 

第三名 61Y293 國二 07班 07號 郭芸瑄 解憂雜貨店 賴佩琳 

第三名 61Y296 國二 07班 10號 陳盈盈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賴佩琳 

第三名 61Y322 國二 07班 36號 陳宜良 最後的演講 賴佩琳 

第三名 61Y324 國二 07班 38號 陳品翰 爸爸的十六封信 賴佩琳 



 

名次 學號 班級 姓名 書名 指導老師 

第三名 61Y477 國二 11班 05號 林子瓔 我要光明:海倫‧凱勒 何雅玲 

第三名 61Y484 國二 11班 12號 陳妍卉 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 何雅玲 

第三名 61Y497 國二 11班 25號 林樹典 傾聽 何雅玲 

第三名 61Y500 國二 11班 28號 邱韋勳 人生無設限 何雅玲 

第三名 61Y507 國二 11班 35號 陳胤澤 誰搬走了我的乳酪? 何雅玲 

第三名 61Y817 國二 11班 48號 湯淨淳 
我只想活著:七歲女孩的敘利亞烽火
日常 

何雅玲 

第三名 61Y619 國二 14班 03號 林可婕 再愛的人也是別人 蕭碧瑤 

第三名 61Y757 國二 16班 45號 劉禹邦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 劉慧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