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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第一學期讀書會活動評選結果                      

一、指定閱讀 

等第 讀書會名稱 人數 成員 獎金 指導老師 

特優 閱讀人生  

4 賴思伃、龔珮甄、林巧、蕭文莉 5,000  劉蕙華 

優等 
再忙，也要和你讀一本

書 
7 

楊雲安、程琪媛、陳芳秀、林欣瑩、

宋芷昀、莊依諠、井立妍 
2,500  李裕民 

參加獎 花崗一郎 5 
楊舒涵、陳宣妤、李翠萍、張思強、

黃薇樺 
500  邱淑惠 

 

二、自選閱讀 

等第 讀書會名稱 人數 成員 獎金 指導老師 

特優 

幼一起讀書  

5 
張欣勻、張桂香、唐玉馨、盧姿云、

傅百淳 
5,000  蔣姿儀 

教育以愛  

9 

江芷億、黃舒琳、姚心僡、劉力瑋、

黃鈺婷、張靜雅、鍾佳敏、葉杏芳、

陳玳君 

5,000  張淑芳 

詩生活 

5 
鄧凱柔、李盺橒、陳謙慧、余柔萱、

盧虹屹 
5,000  董淑玲 

優等 

祖名 GO! GO! GO! 7 
陳麗安、陳冠妤、王俐茵、王慧心、

廖思茵、邱名冠、廖翊婷 
2,500  周碧香 

數說 7 
葉竺宜、蔡欣怡、蔡瓊瑤、張雅婷、

游青樺、王雅琳、林巧玲 
2,500  陳嘉皇 

閱讀‧樂讀‧悅讀 6 
張穎瑄、劉兆梅、曹家瑜、林玉靜、

粘嚴升、朱容嫺 
2,500  陳慧芬 

地上的鹽 暗處的燈 

世上的光 
4 魯安琪、王郁琇、劉煦晨、萬沛恩 2,500  王珩 

電影進香團 5 
沈婷梅、魏心雅、高庭妤、劉于涵、

林宣萱 
2,500  洪月女 

這樣算是科學嗎？ 4 王惟正、劉兆華、吳仲軒、張續寶 2,500  張嘉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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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 讀書會名稱 人數 成員 獎金 指導老師 

 
GJAS 7 

王思喬、吳貞誼、李茂琪、葉琳、

趙子萱、許淑貞、洪珮瑜 
2,500  洪月女 

佳作 

犇磊淼鑫森猋轟 8 
王碩、陳佳汝、劉子瑗、羅雅文、

黃琳棋、洪鼎倫、張耕銘、蔡荷蓮 
1,000  周碧香 

文字魔手 7 
王翠曼、李慧恩、陳宜靖、白惠嵐、

李順科、塗天順、劉煦晨 
1,000  周碧香 

我愛大冰箱 8 
黃大原、廖敏惠、游侑心、王雨農、

莊雁淇、金姿榆、謝侑庭、陳雅靖 
1,000  周碧香 

閱來閱好 6 
蔡珺卉、謝佳晏、陳宜君、張承安、

陳姵樺、洪碧禪 
1,000  王珩 

電影 FUN 輕鬆 4 王姿雅、陳芷晴、郭庭瑋、朱容嫺 1,000  侯世昌 

會讀書讀書會 10 

高佳郁、蕭涵君、洪珮嘉、郭育廷、

李翰柔、曾子倩、施慕虹、劉虹妤、

凃宜辰、陳孝淋 

1,000  洪雅鳳 

Super Skills 霹靂二代

大月亮班 
6 

楊宜蓁、張賁寗、蕭己智、薛鈺靜、

何宜達、彭冠毓 
1,000  

黃穎峰 

廖敏玲 

當我們「童」在一起 6 
鄭宇婷、陳詠晴、曾佑熙、林虹妤、

邱泓儒、余建霖 
1,000  莊素貞 

電影欣賞 9 

張慈玲、蔡宜靜、蔡旻芹、邱靖雯、

蘇靖喬、楊雅惠、尤韻淇、游沛家、

盧亭蓉 

1,000  劉瑩 

女神愛讀書啾 8 
施虹韻、洪佳微、林靖淳、陳咨如、

許惠筑、江珮瑄、劉子瑜、林昕 
1,000  王珩 

歡樂讀書會 7 
何晨萱、李易真、黃宜雪、游旻育、

林芝青、林心柔、李佳純 
1,000  

劉君（王

告） 

Super Skills 霹靂二代

小太陽班 
7 

林佳美、李彥慧、簡濬捷、林佳禪、

鄭雅馨、陳思樺、黃于珊 
1,000  

黃穎峰 

廖敏玲 

參加獎 

YLBA 7 
譚凱銘、陳元一、郭佳樺、羅婉綸、

林依蓁、許瑜珍、蔡侑築 
500  林政逸 

準老師讀書會 6 
林詩珊、顏巧婷、楊蕙瑄、周虹君、

杜佳瑜、賴薏婷 
500  詹秀美 

數教女孩 Reading 

Time 
9 

陳奕臻、趙珉鈺、許庭禎、黃曉鈴、

林靖容、蔡宜玫、鄭筑云、李思慧、

羅筱晴 

500  楊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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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 讀書會名稱 人數 成員 獎金 指導老師 

Life of Movie 電影人

生 
5 

張家寧、王婉柔、林煦真、唐寧、

張倍瑄 
500  范莎惠 

愛閱幫 5 
陳昱君、顏巧婷、廖鈺欣、吳雅涵、

許家禎 
500  程俊源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 6 
鄭怡珍、林佳美、朱享涓、李祉嫺、

楊宜蓁、曾雅鈴 
500  吳柱龍 

雨人讀書會 6 
林慧萍、張賁寗、陳玟錡、林函薁、

董怡秀、黃郁雯 
500  吳柱龍 

愛碩生 6 
韓瑞容、黃郁安、陳亭瑄、許愷茵、

李欣霈、陳虹妃 
500  陳麗雪 

女性大閱進 4 賴容暄、饒文婷、林盈甄、林良燕 500  高明志 

全方位讀書會 8 
劉庭禎、白勝文、黃郁臻、李思慧、

邱加佳、彭怡璇、黃逸彣、陳怡寧 
500  康敏嵐 

樂讀書 5 
吳培瑜、劉菀婷、吳盈萱、劉儇妤、

戴郁倫 
500  李麗蓉 

讀行俠 9 

陳雨靚、賴怡卉、戴立雯、潘佳彥、

楊承翰、陳冠妤、周伯瑄、蘇人敬、

吳岱庭 

500  李俊昇 

說出星裡話 6 
盧依玟、楊雅晴、林鈺臻、劉芷綺、

鄭晴方、陳亞淇 
500  于曉平 

熊超人軍團 4 林潔、林憶萍、歐佳綾、葉庭羽 500  黃莉婷 

進擊的書本讀書會 4 陳宣妤、林虹君、楊舒涵、李翠萍 500  邱淑惠 

探討非洲－血鑽石 5 
莊婕媺、翁郡妤、高羚惠、周欣宜、

蕭心慈 
500  邱淑惠 

電腦技術 5 
陳典瑩、郭建廷、郭富彰、蔡猛竹、

葉明儒 
500  方覺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