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的聯想--攝影競賽實施計畫 

一、 依據：本校 107 學年度優質化計畫子計畫 106-6「厚植人文，精彩藝境」圖書館各項推

廣閱讀實施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提昇閱讀風氣，引發學生閱讀興趣，培養學生廣泛閱讀的習慣與  

        正確閱讀態度。 

    (二)激發學生創作能力，並鼓勵讀書心得以多元化方式呈現。 

三、辦理時間：108 年 4月 

四、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五、實施方式： 

    (一)閱讀自選好書一本，並請觀察本校校園或生活週遭之景物，選擇 

       讓你感動且與自選好書相關的地方、景色或時刻，用數位相機或 

       手機進行拍攝，選擇幾張最滿意的照片，進行作品編輯、投稿。 

    (二)編輯請用微軟 PowerPoint 或 Zipot 電子書之檔案格式，內容不超過 

       5 頁，如下所 述： 

       1、頁 1—封面：含相片、好書自選主題、團名、小組成員名單（班 

          級、座號、姓名）。 

       2、頁 2-4—參賽相片：貼上照片並配合好書自選主題的創作詩文   

         （請自行美編）。 

 

       3、頁 5—好書心得：各組共同撰寫 100 字的創作動機或心得。 

    每件競賽作品均需包含上述部分，否則不予計分 

六、繳件時程：108 年 4 月 30 日止。 

             檔案繳交至圖書館樓櫃台或電子郵件    

             圖書館幹事徐子甯 pearl042@thvs.mlc.edu.tw 

七、評選標準：攝影作品 30%、文字簡介 10%、心得動機 20%、整體感 40% 

             進行評分。 

八、獎勵：錄取特優、優勝、佳作各若干名，頒發獎狀、獎金及敘獎以茲 

          鼓勵。 

得獎者作品電子檔，公告於本校圖書館網站，以達宣傳之效。 

九、注意事項： 

所有稿件(照片、心得)均須來自原創，嚴禁任何剽竊他人作品行為，如有違反，經查證屬

實將取消其資格，並依校規議處。 

十、經費：由本校優質化專款補助經費支應。 

十一、本實施計畫經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大湖農工 107 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子計畫執行成果表 

 一.效益評估: 

子計畫項目 106-6(B4) 厚植人文，精采藝境 

活動名稱 書的聯想--攝影競賽 

執行進度   ■執行完成    □執行中   (此欄請勾選) 

執行成效 

KPI指標項目 目標 績效 備註 

SB14學生人數與社團數比 24   

SB15發展社區在地文藝社團數比 1   

SB16參與社區在地文藝活動次數 2   

SB17參與社區在地文藝活動師生人數 32   

SB18學生平均參加文藝活動次數 4   

SB19學校辦理藝文活動次數 3 3  

 
SB20 圖書館學生借閱率。 

(「圖書借閱冊次」除以「全校學生數」) 
5 5.5 

 

SB21 每生分配圖書冊數比 35.3 36.4 
 

一.量化分析: 108年 5月辦理完畢，計 240人參加 25人獲獎並於 6/18朝會頒獎。

二.質性分析: 藉由周遭環境的觀察以手機加以記錄並與書籍造成連結，發揮學生的聯

想力、培養學生獨立思考及資訊蒐集能力，激發學生創作能力，並鼓勵讀書心得以多

元化方式呈現。 

檢討與建議 
無 

遭遇的困難與 

問題 

部分學生以網路之照片作為聯想資料，失去觀察周邊事務之精神。 

二.活動照片及說明: 

  

 

 



特優作品 
 

特優作品 

  

  
 

 
優勝作品 優勝作品 

 
 

佳作作品 佳作作品 

※本表格若不符填寫，可自行增加。 

 

 

 

 

 

 

 

 

 

 

 

 

 

 

 

 



書的聯想—攝影競賽獲獎名單 

單位：元 

編號 作品名稱 班級 座號 姓名 名次 獎金 

1 我喜歡__? 室一仁 7 林敏慈 特優 300 

2 幸福的奇蹟 食一仁 6 林郁喬 特優 300 

3 書的世界 VS網路世界 室一仁 1 王聿蓁 特優 300 

4 時間的流逝 室一仁 8 邱芳柔 優勝 200 

5 人生好貴，請別浪費 室一仁 11 徐訢芸 優勝 200 

6 遠方的池塘 食一義 14 楊如雅 優勝 200 

7 大自然的隱密風景 食一義 19 練依璇 優勝 200 

8 動機，單純的力量 機一義 23 蔡晉豪 優勝 200 

9 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 電一仁 16 張瀚梃 優勝 200 

10 享受吧，倫敦小旅行 電一仁 6 周律廷 佳作 100 

11 想念是什麼感覺 電一仁 12 翁士珉 佳作 100 

12 心靜的力量 電一仁 23 廖軒毅 佳作 100 

13 放假的日常生活 電一義 13 陳易英 佳作 100 

14 如何快樂? 機一義 21 劉佳昌 佳作 100 

15 世界的浪浪在找家 食一仁 35 翁筠婷 佳作 100 

16 別讓現在的壞事趕走未來

的好事 

食一義 20 戴彣 佳作 100 

17 可愛的貓 室一仁 5 吳珮萱 佳作 100 

                                              



編號 作品名稱 班級 座號 姓名 名次 獎金 

18 花、樹、果的動人故事 室一仁 15 曾沁茹 佳作 100 

19 從這我得到了什麼 室一仁 17 葉咨依 佳作 100 

20 植物心境 園一仁  25 鄭楓薰 佳作 100 

21 改 變 生 命 的 力 量 機一仁 14 張湘鏡 佳作 100 

22 躲藏在陰影下的生物 機一義 17 楊勝朋 佳作 100 

23 上天的禮物 食一義 7 陳昀 佳作 100 

24 真正的朋友 食一義 15 鄧心意 佳作 100 

25 鉛筆畫新手的第一本書 園一仁 6 詹凱晴 佳作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