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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榮圖書館 102年悅讀達人徵文比賽辦法 

一、 指導單位：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福田文教基金會 

承辦單位：欣榮紀念圖書館暨玉蘭文化會館 

二、 主旨：培養閱讀的樂趣及良好的寫作能力。  

三、 徵文主題：「我最喜歡的一本書」 

     述說本館「102年好書推薦」書單上任何一本書或其他自己最喜歡的某一

本書之讀後心得或所獲啟示，題目可自訂，內容須有創見，要能與自己

的生活經驗相結合，產生感染人心的力量。 

四、 收件日期：自 102年 11月 1日起至 102年 11月 30日截止。 

五、 參加辦法：向本館服務台索取報名表或從本館網站

(http://www.hsinrong.org/)下載○1 報名表，詳填資料，連同作品 

(○2 親筆手寫原稿一份，○3 清晰作品影本兩份-以 A3規格紙張單面印刷)

於截稿日期前親送或郵寄「557南投縣竹山鎮大勇路 26號  欣榮圖書館」

收，信封上請註明「參加悅讀達人徵文比賽」字樣。 

六、 徵文對象：凡國內外社會人士、大學或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均可分組 

          報名參加。 

七、 徵選組別：(A)大專/社會組：國內外社會人士、大學以上在學學生。 

          (B)高中職組：限高中職在學學生。 

八、 作品字數：1500字以內，標點符號納入字數計算。 

九、 作品體例：參選作品須使用正體（繁體）中文，以黑色原子筆(不得使用鉛

筆)於標準 600字稿紙撰寫，採直書不得打字。標示題目。每篇不超過 1500

字，內容應含：相關書訊、內容摘要、我的心得、討論議題等四項，分開書

寫，詳細體例請上本館網站參見完整範本。 

(一) 相關書訊：200字以內，介紹所閱讀書籍的相關訊息，如書名、作者、出

版社等。 

(二) 內容摘要：200字以內，摘錄書中良言佳句，註明文字出處頁碼，如：P.15。 

(三) 我的心得：至少需 900字，書寫閱讀本書後所獲正面啟示及生活體驗。 

(四) 討論議題：200字以內，針對書籍內容提出至少一個值得延伸討論的議題。 

十、 奬勵名額 

(一) 大專/社會組：首獎 1名、優選 2名、佳作 3名。 

(二) 高中職組：首獎 1名、優選 2名、佳作 3名。 

作品如未達水準，得由評審委員決定從缺，或不足額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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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獎勵方式：首獎、優選得奬者，頒給獎牌一面。佳作得獎者，頒給獎

狀一紙。得獎者並各贈送名著一冊、及獎金如下： 

(一) 大專/社會組：首獎新台幣 8,000元、優選每名 5,000元、佳作每名 3,000

元。 

(二) 高中職組：首獎新台幣 5,000元、優選每名 3,000元、佳作每名 1,000

元。 

十二、 注意事項： 

(一) 參選作品須為作者本人著作，不得假手他人或有抄襲、剽竊情事；未曾

於任何一地報刊、雜誌、網站、部落格等公開媒體發表；已輯印成書者

亦不得參選；不得一稿兩投。違者取消其參賽資格，已得獎者取消其得

獎資格，並追回所有獎勵，同時對外公布其違規事實，一切法律責任由

參賽者自行負責。 

(二) 每人參選作品至多以兩件為限。來稿者請自留底稿，恕不退稿。 

(三) 主辦單位對作品郵誤、受損或遺失，不負任何責任。 

(四) 參賽者請於報名表上詳載個人資料及作品相關說明，作品稿件上請勿書

寫或印有作者姓名及任何記號，違者將不列入評選。 

(五) 參選作品如有來稿逾期、字數超過、體例不符，未附報名表或有違背其

他規定情事者，一律不予評選。 

(六) 本館有權展示或刊載部分得獎作品於本館刊物、文宣品或網站，以供大

家觀摩學習，不另支付稿酬或版權費。 

十三、 評選公布： 

(一) 評選：由主辦單位遴聘相關領域具公信力的專家學者 3至 5人組成 

           評選小組負責評選。 

(二) 作品如未達水準，得由評審委員決定從缺，或不足額入選。 

(三) 公布：主辦單位於 102年 12月 25日，公布在本館公告欄及網站   

         （http://www.hsinrong.org），並專函通知各得獎人。 

(四) 各得獎人須於 102年 12月 31日前，將作品打字成電子檔，並以 e-mail

傳送至 cwhuang@hsinrong.org。 

十四、 頒獎：主辦單位於 103年 1月 31日前將獎牌或獎狀及名著、獎金掛號

寄送各得獎人或其就讀學校。 

十五、本辦法奉福田文教基金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若對本活動相關內容有任何疑問，請洽本館黃專員 049-2637666#213。 

 

mailto:mail至juiyi2010@hisnrong.org
mailto:mail至juiyi2010@hisnro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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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欣榮圖書館 102年悅讀達人徵文比賽」報名表 
參賽組別：□ A大專/社會組 □ B高中職組       收件日期：102年     月     日 

參賽編號：            （此列由承辦單位填寫）＊每一欄位務請以正楷詳實填寫清楚

參

賽

者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年齡          歲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宅：（   ）            手機： 

學籍資料 
□社會人士    □大專學生    □高中職學生 

如屬學生，請填現就讀學校名稱：                                                              

通訊地址 
□□□ 

 

參賽題目  

閱

讀

書

籍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日期      /     /      

承諾事項 
本人願遵守比賽辦法相關規定，並尊重評審結果，絕無異議。 

簽章：                     

檢核事項 □報名表 □親筆手寫原稿一份 □清晰影本兩份-A3規格單面印刷 

 自何處得知比賽訊息（請勾選）： 

    □本館季刊(欣蘭季刊)、□本館海報、□本館網站、□教育處網站、 

    □文化局網站、□學校公佈、□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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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好書推薦」書單 

一、文學類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1 小鎮生活指南 陳雨杭 麥田 

2 天空的眼睛 夏曼‧藍波安 聯經 

3 天橋上的魔術師 吳明益 夏日 

4 少年Pi的奇幻漂流 楊‧馬泰爾 皇冠 

5 台北爸爸，紐約媽媽 陳俊志  時報文化出版 

6 我不可告人的鄉愁 林俊穎  印刻文學 

7 派特的幸福劇本 馬修‧魁克 馬可孛羅 

8 美好永遠的背後 凱瑟琳‧布 商周出版 

9 第三人 胡晴舫 城邦文化 

10 透明鳥  羅智成 聯合文學出版社 

11 悲慘世界 維克多‧雨果 野人 

12 搶救 潔思敏‧瓦德 遠流 

二、非文學類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1 
失控的正向思考 芭芭拉‧艾倫瑞

克 

左岸 

2 
快思慢想 康納曼/著，洪蘭

/譯 

天下文化 

3 
活出生命最好的可能：彭明輝

談現實與理想 

彭明輝 聯經出版 

4 
為土地種一個希望: 嚴長壽和

公益平台的故事 

嚴長壽、吳錦勳 天下遠見出版 

5 美援年代的鳥事並不如煙  劉志偉 啟動文化 

6 
耶路撒冷三千年 賽門‧蒙提費歐

里 

究竟 

7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

的攻防 

邁可‧桑德爾 先覺 

8 
靜默的光，低吟的風 ──王大

閎先生 

倪安宇、徐明松  遠景出版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74003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openfind.php?cat=001&key=%B0%A8%AD%D7%A1D%BB%ED%A7J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marcopolo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71014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openfind.php?cat=001&key=%BA%FB%A7J%A6h%A1D%ABB%AAG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savage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1d%AF%C7%B0%D2&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1d%AF%C7%B0%D2&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cwpc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4%5E%A9%FA%BD%F7&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linking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79732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openfind.php?cat=001&key=%C1%C9%AA%F9%A1D%BBX%B4%A3%B6O%BC%DA%A8%BD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openfind.php?cat=001&key=%C1%C9%AA%F9%A1D%BBX%B4%A3%B6O%BC%DA%A8%BD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athena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58765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58765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openfind.php?cat=001&key=%C1%DA%A5i%A1D%AE%E1%BCw%BA%B8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yuance6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