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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07 年度 活動計畫書 
填報日期：107.10.10 

分項主計畫 

□分項一：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分項二：提升高教公共性 

■分項三：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分項四：發展學校特色 

計畫編號 
 

子計畫名稱 
安農溪旅遊資訊網絡平台計畫-安農溪視角攝影

比賽 

執行單位 健康與休閒管理科 

活動名稱 悠然溪畔~安農溪視角攝影比賽 

主講/演出 高筱婷 

活動時間 107 年 10 月 25 日(四) ~ 11 月 20 日(二) 

活動地點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健康與休閒管理科 

參與人數 教師：1 人次、參賽學生：30 人次以上、行政人員：1 人、工讀生：1 人 

活動聯絡人 高筱婷 分機 642 

活動目的 

以安農溪之美辦理「安農溪視角攝影比賽」，透過攝影比賽讓學生

瞭解在地產業特色、農特產品、安農溪四季之變化，藉由比賽主題之設

定，讓學生深入體驗與觀察安農溪產業特色，比賽之作品集做為網絡平

台之素材，結合網絡平台、學校、社區資源達成三星三贏的局面，以創

造在地特色發展與產業提升。 

 

活動內容 

一、 計畫目的： 

為呈現三星綠廊美景、獨特文藝風情及在地特色活動，希冀愛

好攝影之社會人士、學生透過攝影比賽，以捕捉安農溪溪畔四季風

情及文藝節慶畫面，並透過攝影視角的詮釋，展現三星鄉萬物渲染

之能量與極美。 

二、 主辦單位：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三、 協辦單位：宜蘭縣安農溪綠遊休閒產業協會 

四、 參賽資格：凡愛好攝影者均歡迎參加。簽署著作權轉讓同意書、作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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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意書時須成年（滿 20 歲），若未成年須併同法定代理人簽屬。 

五、 主題：以安農溪旅遊廊道為主題視角，結合沿線周邊特色自然景觀、人

文風情、農村記實、各類祭典及活動等攝影為攝影主題，展現農村與四

季之美。 

 

預估成效 

量化： 

1.辦理「安農溪視角攝影比賽」活動1場。 

2.「安農溪視角攝影比賽」影像成果展示至少達10張以上。 

 

質化：  

1.辦理三星鄉「安農溪視角攝影比賽」活動，帶動學生瞭解在地觀光資

源及產業活動，強化在地認同感。 

2.藉由「安農溪視角攝影比賽」之作品成果，於未來安農溪旅遊資訊網

絡平台建置後展出，結合旅遊網絡平台、學校學生共學、社區資源達

成三星三贏的局面。 

 

研習議程表  (附件 1) 

活動預算表 (附件 2) 

 

 



4 

附件1 

「悠然溪畔~安農溪視角攝影比賽」攝影徵件比賽簡章 

六、 計畫目的： 

為呈現三星綠廊美景、獨特文藝風情及在地特色活動，希冀愛好攝影

之社會人士、學生透過攝影比賽，以捕捉安農溪溪畔四季風情及文藝節慶

畫面，並透過攝影視角的詮釋，展現三星鄉萬物渲染之能量與極美。 

七、 主辦單位：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八、 協辦單位：宜蘭縣安農溪綠遊休閒產業協會 

 

九、 參賽資格：凡愛好攝影者均歡迎參加。簽署著作權轉讓同意書、作品使用同意

書時須成年（滿 20 歲），若未成年須併同法定代理人簽屬。 

 

十、 比賽主題：以安農溪旅遊廊道為主題視角，結合沿線周邊特色自然景觀、人文

風情、農村記實、各類祭典及活動等攝影為攝影主題，展現農村與四季之美。 

 

十一、 活動時程： 

活動階段 流程 活動期程 活動說明 

第一階段 徵件期間 
107 年 10 月 25 日至 

107 年 11 月 18 日止 

拍攝時間須於 07 年 01 月 01 日

至 107 年 11 月 18 日內，且未曾

公開發表者。 

第二階段 評審評選 107 年 11 月 20 日 

由評審委員團進行評選，選出前

三名、佳作及優選，(除佳作及優

選外每人限得一獎)。 

第三階段 得獎公佈 107 年 11 月 20 日 
得獎作品將於安農溪相關「安農

溪旅遊資訊網」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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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農溪旅遊資訊網絡平台計畫-安農溪視角攝影比賽 

議程表 

一、舉辦時間：107年11月20日（二） 

二、舉辦地點：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聖嘉民會議廳 

研 習 時 間 內          容 地點 

09:00-09:30 報到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聖嘉民會議廳 

09:30- 

11:30 

評審會議暨作品評分 

評審：王凱立、鄒飛逯、林坤陽、高林為、

蕭正詮 

11:30-11:40 中場休息 

11:40-12:00 公布名次 

十二、 評分標準： 

（一）主題內容(佔 20%)：依參賽作品名稱及主題相關程度評分。 

（二）構圖技巧(佔 35%)：參賽作品構圖的表現及手法。 

（三）攝影技巧(佔 35%)：參賽作品攝影技巧、光影及取景等優劣評分。 

（四）創作理念(佔 10%)：依參賽作品的說明文字描述程度評分。 

 

十三、 獎勵： 

獎項 個數 內容 

第一名 1 新臺幣 3,000 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 1 新臺幣 2,000 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 1 新臺幣 1,000 元，獎狀乙紙。 

第四名 1 新臺幣 800 元，獎狀乙紙。 

第五名 1 新臺幣 500 元，獎狀乙紙。 

第六名 1 新臺幣 300 元，獎狀乙紙。 

佳作  獎狀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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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收件方式與作品規格： 

(1) 請將作品與個人資料於 2018 年 11 月 18 日前，寄送至投稿信箱：

graceful1018@smc.edu.tw，來信主旨請註明「《悠然溪畔~安農溪視角攝影比賽》

攝影徵件比賽」。 

※ 投稿請提供以下資訊：  

(2) 參賽照片--參賽作品須為本人拍攝，應符合攝影主題、指定拍攝期限及收件規格

之作品，指定拍攝日 107 年 01 月 01 日-107 年 11 月 18 日內。 

(3) 照片規格--請調整至 1MB 以下照片，原始檔需高於 2MB 以上。 

(4) 請繳交「比賽報名表」(附件一)，註明照片主旨(15 字以內)，參賽組別、參賽者

姓名與連絡電話。 

(5) 請繳交「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附件二)。 

(6)  每位參賽者以 3 張為限，惟進行評選排名時僅採用最高成績作品，其餘作品則

不列入評選排名。  

(7) 作品需為一次拍攝，僅可調整亮度、對比度、色彩飽和度、銳利度；不得連作、

抄襲、拷貝、裝裱、加色、重曝、疊片、改造、格放及合成(包括增加或減少原

始影像的元素)。 

(8) 參賽作品須為原始創作之作品，不得有冒借、抄襲、拷貝、仿冒之行為，違者

遭受檢舉則將公佈取消資格，並追回獎狀、獎金等，遺缺不予遞補。如為二人

以上之共同創作，應由全體作者簽署參加表，若由單一作者代表簽署時，該簽

署之作者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本徵件辦法之條款，並經各共同著作人授

權代為簽署。 

十五、 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須為本人拍攝，應符合攝影主題、指定拍攝期限及收件規格之合法作

品，不違反善良風俗，且以未經參加其它比賽得獎或未公開發表之作品（「公

開發表」之定義：平面出版、公開展覽、其它攝影比賽得獎之作品；但不包含

個人網站例如：部落格、臉書等貼圖、學會團體內部刊物發表鼓勵性無償之作

品）；如有著作權與年限之爭議，參賽者負舉證之權利與義務，並對主辦單位

之判定，參賽者不得有異議。 

(2) 如比賽作品獲選，請於主辦機關通知時繳交最原始底片或最原始數位檔案，並請簽

署「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表著作權讓與，做為未來「安農溪旅遊資訊網」作品

展出，若原始資料不符規定者主辦機關有權取消其獲獎資格。 

(3) 主辦機關保留以上活動及獎項內容修改之權利。 

mailto:graceful1018@sm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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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溪畔~安農溪視角攝影比賽」攝影比賽 

比賽報名表 

作品編號 （由主辦單位編碼） 

參賽姓名  身分證字號  

指導老師姓名 （無免填） 

攝影日期         年      月        日(為 2018/01/01-2018/11/12 期間拍攝)  

攝影主題  

作品敘述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 1.本人聲明參賽作品為本人創作，且未經發表或出版，倘涉及著作權疑慮或糾紛，

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 2.本人參選作品如獲獎，本人同意將該作品及原稿底片/數位檔之著作財產權，自

公佈獲選日起，讓與主辦單位，為本人保有參賽作品之著作人格權，並承諾對主辦單

位不行使之。 

此  致  聖母醫謢管理專科學校、宜蘭縣安農溪綠遊休閒產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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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溪畔~安農溪視角攝影比賽」攝影比賽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悠然溪畔~安農溪視角攝影比賽」攝攝影比賽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茲就立同意書人            參加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主辦單

位）所舉辦之「悠然溪畔~安農溪視角」攝影比賽（以下簡稱本活動），立同

意書人同意將參賽獲獎作品之著作權授予主辦單位，並同意遵守下列各事項： 

一、保證投稿作品為本人之原創性著作，且未經刊登、使用、發表，且無抄

襲國內外其他創作之自創作品，且無使用侵權之圖檔或文字，或涉及色

情、暴力、毀謗、人身攻擊、宗教議題、政治議題等，亦無侵害他人隱私

權或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作品或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等

情事。如經評審決議認定，或遭相關權利人檢舉並經主辦/執行單位查證

屬實，主辦/執行單位得逕予取消得獎資格，若造成主辦/執行單位損害，

參賽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同意將本活動參賽得獎作品授權予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進行使用，並

得授權「安農溪旅遊資訊網」作品展出使用。 

（一）授權條件：無償 

（二）授權範圍：編輯權、重製權、改作權、散布權、公開展示權、公開演

出權、公開上映權、公開播送權、公開傳播權、公開口述權。 

三、本人同意得於不破壞本著作原意之範圍內，承辦單位基於前述得獎作品

所製作之編輯物或衍生性產品涉及商業性使用時，承辦單位亦不需另行支

付本人衍生權利金。 

四、得獎作品經檢舉有抄襲、冒名頂替參加或其他侵害他人權利之情事，經

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本人絕無異議。 

此 致 聖母醫謢管理專科學校、宜蘭縣安農溪綠遊休閒產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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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同意書人:                          (親筆簽名)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月         日 

說明：1、每位參賽者需親筆簽名確認著作權轉讓同意書，於報名時一併寄出。 

2、所有參賽者親筆簽名後方可生效，否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3、簽署同意書時須成年（滿 20 歲），若未成年需併同法定代理人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