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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度教育部辦理專科學校

提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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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閱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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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主持人：劉瑞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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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本門設備

為支援本計劃活動之進行,購買之資本門項目共為 8 項,如下表所列.(圖片如附

件一)

項次 設備名稱 數量 說明 備註

1 書櫃 10 架 深耕閱讀活動專區圖書使用

2 電腦 2台
深耕閱讀活動資料建置與網站資料建置與維護

使用

3 閱覽桌 4座 深耕閱讀活動專區圖書使用

4 電腦 10 台 建置多媒體閱讀中心之設備

5 集線器 2個 建置多媒體閱讀中心之設備

6 CD 防潮櫃 2個 建置多媒體閱讀中心之設備

7 中文圖書 1批 深耕閱讀活動專區圖書

8
視聽資料

(公播版)
1 批 深耕閱讀沽動影片播放及多媒體閱讀中心使用

二、 經常門設備

為支援本計劃活動之進行,購買之經常門項目共為 9 項,如下表所列.(圖片如附

件二)

項次 設備名稱 數量 說明 備註

1 掃描器 1台 掃描圖書資料建置於深耕閱讀網站供查閱

2 顯示器 2台
深耕閱讀活動資料建置與網站資料建置與維護

使用

3 閱覽椅 24 張 深耕閱讀活動專區圖書使用

4 顯示器 10 台 建置多媒體閱讀中心之設備

5 電腦桌 10 張 建置多媒體閱讀中心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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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腦椅 10 張 建置多媒體閱讀中心之設備

7 屏風 10 個 建置多媒體閱讀中心之設備

8 耳機麥克風 10 個 建置多媒體閱讀中心之設備

9 CD 架 3 個 建置多媒體閱讀中心之設備

三、 執行活動

(一) 購買圖書與器材設備,維護書香網站,支援活動所需

本計劃已購買 3000 冊中文圖書,供學生借閱.同時購買 10架書櫃,以設

立閱讀活動圖書放置專區,供活動之推動.另持續維護96年建置之書香

校園網站,將新書之封面掃描,與圖書資訊上掛於網站上,供學生查詢

參考使用,並於網站上,公佈相關活動訊息,及經評審後優良之讀書心

得及其他作品公佈於網站上,公開表揚,以激勵學生從事更多的閱讀活

動.

(二) 舉辦閱讀系列講座(如附件三)

本活動邀請校內學有專精的老師演講,共舉辦 3場,採自由報名約 210

位學生參加,參加學生都有金石堂圖書禮券、精美小禮物及點心.活動

旨在讓學生有觀摩之對象,學習其閱讀之方法與精神,引發學生閱讀之

興趣.

(三) 舉辦著作改編之影片欣賞並介紹延伸閱讀之書籍(如附件四)

此系列活請校外有關電影及導讀方面之專家人士到校演講,共舉辦4場,

採自由報約 280 位學生參加,參加學生都可獲圖書禮券、精美小禮物及

點心招待 .本活動旨主要目的在於藉由欣賞由書書籍著作改編之影

片,進而使學生去閱讀原著或相關之書籍,達到推廣閱讀之目的.

(四) 舉辦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如附件五)

本活動以本計劃購買之3000本圖書為主,訂定讀書心得徵文比賽辦法,

舉辦 4次讀書心得徵文比賽,由對閱讀方面學有專精之評審老師評選出

優勝作品,參賽者皆有獎勵.

(五) 舉辦文學創意繪本比賽(如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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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仍以本計劃購買之 3000 本圖書為主,旨在以多元化之方式推廣

閱讀,以繪本之方式呈現,為啓發學生之創意潛能,訂定讀書心得創意

繪本比賽辦法,舉辦 2組創意繪本比賽.每組皆由繪畫、繪本及閱讀方

面學有專精的老師評選出優勝作品,參與比賽者皆有獎勵.

(六) 設計閱讀護照系列活動

本活動為鼓勵學生閱讀,已設計購買學生閱讀護照,持續辦理凡學生參

加演講、閱讀、讀書心得或寫作比賽及文學創意繪本比賽,皆可在閱讀

護照中蓋章集點.集滿 3點,可獲圖書禮券之獎勵.

(七) 建置多媒體閱讀中心

本中心已建置設備包含整合影音媒體及業者提供產品影像資訊的系統,

並購置多種合法之公播版影片供學生借閱,提供學生一個新的閱覽活

動以提高吸收知識之意願與效能,並提高學生對圖書館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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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資本門設備圖片如下:

1. 書櫃 10 架

2. 電腦 2台

3. 閱覽桌 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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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腦 10 台

5. 集線器 2個

6. CD 防潮櫃 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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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文圖書 3000 冊

8. 視聽資料(公播版)15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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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經常門設備

1. 掃描器 1台

2. 顯示器 2台

3. 閱覽椅 24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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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顯示器 10 台

5. 電腦桌 10 張

6. 電腦椅 1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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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屏風 10 個

8. 耳機麥克風 10 個

9. CD 架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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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舉辦閱讀系列講座

校內演講:本活動由校內 3位數老師擔任,共舉辦 3場,每場 70位學生,共約 210 位

學生參與,藉由書籍內容之介紹與講解,或經驗之分享,引發學生對閱讀產生與趣.

第一場

(如附圖一)

時間:97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1:30~4:30

地點:閱覽室一.

演講者:李昭鴻老師

演講題目:從流行文化到經典閱讀

參加人數:70 人

第二場

(如附圖二)

時間:97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8:00~11:00

地點:閱覽室一.

演講者:吳幼萍老師

演講題目:五專生的「紅樓夢」初體驗

參加人數:70 人

第三場

(如附圖三)

時間:97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1:30~4:30

地點:閱覽室一.

演講者:林葙葙老師

演講題目:生命教育繪本分享

參加人數:70 人

李昭鴻老師:從流行文化到經典閱讀(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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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幼萍老師:五專生的「紅樓夢」初體驗(圖二)

林葙葙老師: 生命教育繪本分享(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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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舉辦著作改編之影片欣賞並介紹延伸閱讀之書籍--電影讀書會

活動主旨:藉由電影欣賞與討論逹到鼓勵閱讀的目的

聯絡人:圖書館 劉瑞瑄主任 0988195204 03-4117578 分機 250

s8601032@hsc.edu.tw s8601032@yahoo.com.tw

(總務處傳真:03-4117600)

演講時間:下午 1:30~4:30 時間計 3小時

參加人數:每場 70 人

參加對象:在校學生 16~19 歲女生居多.

授課需求:1.停車位

2.DVD 放映設備

3.所附文章最好能預先閱讀

學校地址:龍潭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下交流後即接大昌路直走,會看到右邊的怪屋及左邊的龍潭大池,再順

著中豐路直走,右手邊會看到一個斜坡及凌雲國中,不要上斜坡及凌雲

國中,走左邊的中豐路高平段,會先看到一貫道興毅總壇,再過兩個紅綠

燈即可看到萊爾富便利商店,再往前約 50 公尺,對面即是學校.

課程安排:

10/29(星期三) -- 劉森堯老師 逄甲大學外文系教授

(如附圖一) 片名:刺激 1995 導演:法蘭克戴羅勃(美國)

原著及作者:四季奇譚/史蒂芬金(遠流出版社)

11/05(星期三) -- 陳萬琴老師 中華民國讀書會發展協會常務理事兼講師

(如附圖二) 片名: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 導演:華特沙勒斯(巴西)

原著及作者: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切格瓦拉(大塊文化出版

社)

11/12(星期三) -- 高肖梅老師 文山、內湖社大電影課程講師

(如附圖三) 片名:天涯何處無芳草 導演：伊力卡山（Elia Kazan）

演員：娜妲麗華（Natalie Wood）、華倫比堤（Warren Beatty）

11/19(星期三) -- 陳萬琴老師 中華民國讀書會發展協會常務理事兼講師

(如附圖四) 片名:天下無賊 導演:馮小剛

作者:趙本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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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森堯老師:「刺激 1995」電影賞析(圖一)

陳萬琴老師:「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電影賞析(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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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肖梅老師:「天涯何處無芳草」電影賞析(圖三)

陳萬琴老師:「天下無賊」電影賞析(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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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舉辦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深耕讀書心得徵文比賽

比賽辦法:

全校分為 4組各別甄選，4組甄選出前三名以及佳作的同學。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五專一年級

5N101~112 ； 5B101 ；

5M101~102；5I101；；

5P101~102

共 18 班

五專二年級

5N201~212；5P201~203；

5M201

共 16 班

五專三年級

5N301~310；

5P301~303

共 13 班

五專四年級

5N401~408；

5P401~403

共 11 班

徵 文 內 容 :

1. 讀書心得報告。

2. 限圖書館深耕閱讀圖書專區之書籍為主，書名自選，題目自訂，文體不拘，字

數以八百至 一千兩百字為限。

3. 請用電腦打字(A4 規格)。

4. 第一頁(封面)需註明書名、題目、班級、學號和姓名；第二頁開始即正文內容

書寫。

報 名 日 期: 97 年 11 月 10 日 止

收 件 時 間: 即日起至 97 年 11 月 24 日 止.

成 績 公 佈:97 年 12 月 3 日

獎 勵:

1. 每組甄選前三名、佳作三名等六件優良作品。

2. 得獎學生即頒發獎狀及金石堂圖書禮券以資鼓勵。

3. 圖書禮券獎勵辦法如下：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一 佳作二 佳作三 參加獎

禮券金額 1000 800 600 300 300 300 100

由此虛線剪下…………………………………………………………………………..

深耕讀書心得徵文比賽

請填上班級、姓名、學號後繳回圖書館（每班至少 1位同學參加，最多 2位）

科 年 班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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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讀書心得徵文比賽

(讀書心得寫作)徵文比賽評審老師名單:

組別 班級 評審老師 備註

楊景木

何石松

劉醇鑫
第一組

五專一年級

5N101~105;5B101;

5M101~102;51101;

5N106~112;5P101~102

共 18 班
楊秀華

吳安安

李昭鴻

陳淑惠
第二組

五專二年級

5N201~212;

5P201~203;

5M201

共 16 班
吳幼萍

游琁安

陳武鋼

陳淑惠
第三組

五專三年級

5Nn301~310;

5P301~303

共 13 班

吳幼萍

游琁安

劉醇鑫

吳安安
第四組

五專四年級

5N401~408

5P401~403

共 11 班

楊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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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深耕閱讀計劃~讀書心得徵文活動(得獎名單)

第一組 得獎名單

編號 書名(題目) 姓名 班級 學號

1 歌手入門 陳宇薇 5N101 971501031 第一名

2 老鳥不告訴你的事 楊美麗 5N111 971501512 第二名

3 巧克力幸福廚房 簡以婷 5N109 971501447 第三名

4 在狗籠裡長大的小孩 蔡如意 5N112 971501571 第三名

5 事發的十九分鐘 龔詩琇 5N103 971501145 佳作一

6 動物之神 莊詠婷 5N104 971501194 佳作二

7 勇敢小女人之阿雅遊學趣 劉仕雅 5N108 971501368 佳作二

8 探月 楊翊敏 5P102 971502083 佳作二

97.11.26

第二組 得獎名單

編號 書名(題目) 姓名 班級 學號 名次

1 打不死的樂觀 何佳馨 5N205 961501237 第一名

2 別再為沒有時間抓狂 姚毓蓉 5N207 961501326 第二名

3 世界最偉大的厚黑學 黃思瑜 5N204 961501164 第三名

4 癌症病房的 102 天 顏亞萱 5N203 961501142 佳作一

5 我的孤兒寶貝 賴欣儀 5M201 961504017 佳作一

6 上帝比想像中年輕 黃詩窈 5P202 961502094 佳作二

7 關鍵字：台北 游宜芬 5P203 961502134 佳作二

97.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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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得獎名單

編號 書名(題目) 姓名 班級 學號 名次

1 來不及穿的 8號鞋 陳汶宜 5N302 951501093 第一名

2 血河變奏 劉曉樺 5N304 951501154 第二名

3 轉瞬為風 吳佩璇 5N310 951501443 第三名

4 童年的糖是最甜的 林君樺 5P301 951502039 佳作一

5 秘密 蕭雅蕙 5N308 951501338 佳作二

6 拼命去死 許瑛 5P301 951502021 佳作三

97.11.26

第四組 得獎名單

編號 書名(題目) 姓名 班級 學號 名次

1 當個企業家 鄧若婕 5P403 941502114 第一名

2 幾米故事的開始 黃惠萍 5P403 941502108 第二名

3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單家僅 5P401 941502025 第三名

4 絕對成功 60 招 張文瑜 5N405 941501236 佳作一

5 吾命騎士 3 彭小嫚 5N405 941501230 佳作二

6 你微笑,我說謊. 陳婉芯 5N402 941501077 佳作三

97.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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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舉辦文學創意繪本比賽

圖書館深耕閱讀活動～創意繪本比賽

活 動 辦 法:

1. 請同學借閱深耕閱讀圖書專區的書閱讀以繪本的方式表達書的內容或進行

改編。

2. 版面面積不可小於 A4 紙；字數不限，插圖連文字之頁數最少 6頁，最多不

超過 12 頁（不包括封面及封底，裝訂方式不限）。

3. 繪本作品封面需註明班級、姓名、學號以及借閱書籍的書名和繪本名稱。

3. 每班最少 1人參加,最多 2人參加。

4. 參加組別：

第一組 5P101~102；5P201~203；5P301~303 共 8 班

第二組 5P401~403；2P101~102；2P201~203 共 8 班

評 分 標 準:

1. 創作內容：60%（含內容豐富性、創意、具啟發性、是否符合主題）。

2. 繪畫技法：40%（含整體藝術表現，包括佈局、構圖、色彩線條等）。

報 名 日 期: 97 年 11 月 10 日止

收 件 時 間:即日起至 97 年 11 月 24 日止,將完成作品繳交至圖書館即可.

獎 勵:

1. 每組甄選前三名、佳作三名等六件優良作品。

2. 得獎學生即頒發獎狀及金石堂圖書禮券以資鼓勵。

3. 圖書禮券獎勵辦法如下：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一 佳作二 佳作三 參加獎

禮券金額 1000 800 600 300 300 300 100

由此虛線剪下……………………………………………………………………………

深耕閱讀活動～創意繪本比賽

請填上班級、姓名、學號後繳回圖書館（每班至少１位同學參加，最多２位參加）

科 年 班

班級 姓名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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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閱讀活動計劃~創意繪本比賽

組別 班級 評審老師 備註

李昭鴻

張銘湄

范姜明華
第一組

5P101~102;

5P201~203;

5P301~303

共 8 班

臧瑩卓

陳武鋼

張銘湄

范姜明華
第二組

5p401~403;

2p101~102;

2p201~203

共 8 班

臧瑩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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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深耕閱讀計劃~創意繪本比賽(得獎名單)

第一組 得獎名單

編號 書名(題目) 姓名 班級 學號 名次

1 搞定怪咖員工 宋雯婷 5P203 961502112 第一名

2 缺點也是優點 顏明玉 5P303 951502095 第二名

3 暖簾 連芷櫻 5P101 951502037 第三名

4 指甲國 楊翊敏 5P102 951502083 佳作一

97.11.26

第二組 得獎名單

編號 書名(題目) 姓名 班級 學號 名次

1 神奇的水彩筆 劉敬平 5P403 941502123 第一名

2 勇敢說不 吳幸娟 2P101 971202020 第二名

3 無奶素西點 周品如 5P302 951502072 第三名

4 寶貝~你在想什麼 朱韻如 2P203 961202124 佳作一

5 星期日的甜蜜早餐 余姿廷 2P202 961202064 佳作二

97.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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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專科學校
97 年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劃

培養關懷、品格，營造樂學易(ｅ)學的校園
子計劃(一)深耕閱讀計劃

成果發表會時間表

日期 : 97 年 11 月 26 日

地點 :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閱覽室一

桃園縣龍潭郷高平段 418 號

連絡人 : 圖書館組員張春蓮

連絡電話 : (03)4117578 分機 251

時 間 主題 主持人

8:00~8:30
報到

地點:新生醫專圖書館閱覽室一

8:30~10:30

專題演講

開闊您的眼界:善用網路資源
何麗淑組長

銘傳大學閱覽組組長

劉瑞瑄
新生醫專
圖書館主任

10:30~12:30

專題演講

如何利用圖書館資源
李秋鳳組長

銘傳大學圖書館採編組

劉瑞瑄
新生醫專
圖書館主任

12:30~13:30 午餐休息

13:30~15:30

專題演講

穿越閱讀的藩籬進入圖書館
于大光教授

南亞技術學院圖書館前館長

劉瑞瑄
新生醫專
圖書館主任

15:30~16:30
深耕閱讀活動頒獎

新生醫專圖書館主任劉瑞瑄

劉瑞瑄
新生醫專
圖書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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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闊您的眼界:善用網路資源
何麗淑組長

銘傳大學閱覽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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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麗淑組長: 開闊您的眼界:善用網路資源-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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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圖書館資源
李秋鳳組長

銘傳大學圖書館採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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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鳳組長: 如何利用圖書館資源-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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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閱讀的藩籬進入圖書館
于大光教授

南亞技術學院圖書館前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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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光教授: 穿越閱讀的藩籬進入圖書館-專題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