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大湖農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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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雲端閱讀—電子書創作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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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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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SB18學生平均參加文藝活動次數。 4.2   

SB19學校辦理藝文活動次數。 5  
 

SB20圖書館學生借閱率。 

(「圖書借閱冊次」除以「全校學生數」) 
4.5 4.6  

SB21每生分配圖書冊數比 32.8 32.8  

一.量化分析: 107年於 6月 5日頒獎計 232同學參賽 27位同學獲獎。 

二.質性分析:  

（一）提升學生表達、創作、資訊及數位應用能力。 

（二）提供校內學生作品展出的機會，陶冶性情並提升藝術創作動力，豐富校園生活。 

      認識傳統文化，營造年節氛圍之校園布置。 

(二)藉由活潑多元媒材，引發學生之創造思考力。 

檢討與建議 
配合美術及國文課程配合辦理，室設科獨立比賽，提升其他科參賽意願 

遭遇的困難與 

問題 

參賽作品良莠差異大，學生美學及閱讀素養需加強培養， 

二.活動照片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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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格若不符填寫，可自行增加。 

 

 

 

 

 

 

 

 

 

 

 

 

 

 

 

 

 

 

 

 

 

 

 

 

 

 

 

 

 

 

 



國立大湖高級農工農職業學校 

106學年度「在雲端閱讀—電子書製作競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本校優質化 106-6 子計畫「厚植人文，精采藝境」計畫工作項目辦理。 

二、目的： 

（一）提升學生表達、創作、資訊及數位應用能力。 

（二）提供校內學生作品展出的機會，陶冶性情並提升藝術創作動力，豐富校園生活。 

三、主辦單位：本校圖書館。 

    協辦單位：本校員生社 

四、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五、比賽辦法： 

（一） 一年級同學除實用技能班及綜職科外一律參加，其餘同學自由參加每人至多 1

件作品。 

（二）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3月 9日止 

（三） 收件時間：107年 4月 9日（星期一）~5月 18日（星期五） 

（四） 收件地點：圖書館一樓 

六、比賽說明： 

     （一）主題：比賽主題和風格不設限，全採參賽者的創意力、 創 

           造力自行發揮，製作獨一無二的電子書 

     （二）作品規格： 

           1.電子書製作平台為本校 ZIPOT平台  

           2.頁數：至少 5頁。   

     （三）作品不得有抄襲等情事，違者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 

     （四）獲獎作品得公開陳列於本校雲端書架。 

七、評分標準： 

     （一）主題內容 40 %  

     （二）創意 40% 

     （三）美編 20％ 

八、 獎勵： 

     （一）特優 3名：每名頒發獎金 300元，獎狀乙紙。 

     （二）優勝 5名：每名可獲獎金 200元，獎狀乙紙。 

     （三）佳作 10名：每名可獲獎金 100元，獎狀乙紙。 

      ＊獎勵名額視送件件數彈性調整，必要時得從缺或增額錄取。 

九、經費：活動經費由優質化專款補助經費及員生社補助經費項下支  

          應。 

十、本計畫簽請校長核可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在雲端閱讀--電子書競賽成績公告 

單位：元 

編號 作品名稱 班級 座號 姓名 名次 獎金 獎勵 

1 行路遠方，與貓相愛的練

習曲 

室一仁 9 謝佳宜 特優 300 嘉獎兩次 

2 跑者之道 室一仁 19 林彥祖 特優 300 嘉獎兩次 

3 與貓一起生活 食一義 20 徐國銘 特優 300 嘉獎兩次 

4 小王子 食一仁 2 李惟純 優勝 200 嘉獎兩次 

5 等一個人咖啡 食一仁 4 涂柏雅 優勝 200 嘉獎兩次 

6 在咖啡冷卻之前 食一仁  11 蔡華凌 優勝 200 嘉獎兩次 

7 臭豆腐兩兄妹 食一義 4 吳雅馨 優勝 200 嘉獎兩次 

8 友情 食一義 13 陳惠珍 優勝 200 嘉獎兩次 

9 將來的你，會感恩現在永

不放棄的自己 

食一義 22 黃宥承 優勝 200 嘉獎兩次 

10 夜景 食一義 9 邱愷婷 優勝 200 嘉獎兩次 

11 阿良的歸白人生 室一仁 13 江其錚 優勝 200 嘉獎兩次 

12 高校制服戀物論 室一仁 1 范馨方 佳作 100 嘉獎一次 

13 移動迷宮-焦土試煉-    食一仁 1 吳琪琪 佳作 100 嘉獎一次 

14 麵包蛋糕美味烤 食一仁 9 葉昱萱 佳作 100 嘉獎一次 

15 活出生命的色彩 食一仁 10 劉家秀 佳作 100 嘉獎一次 

16 將來的你，會感恩現在永

不放棄的自己 

食一仁 18 陳威宇 佳作 100 嘉獎一次 

17 繁華不再：和平背後的殘

酷歷史之謎 

食一義 2 江雨玲 佳作 100 嘉獎一次 



                                              

編號 作品名稱 班級 座號 姓名 名次 獎金 獎勵 

18 深海 食一義 11 曹鈺彤 佳作 100 嘉獎一次 

19 紙星星 食一義 12 陳永臻 佳作 100 嘉獎一次 

20 愛情語錄 食一義 15 黃思瑜 佳作 100 嘉獎一次 

21 棒球三十六計 電一仁 27 黎光銘 佳作 100 嘉獎一次 

22 解憂雜貨店 電一義 3 林昕奎 佳作 100 嘉獎一次 

23 解憂雜貨店 電一義 14 彭韋綸 佳作 100 嘉獎一次 

24 我的人生簡史 電一義 19 詹佑軒 佳作 100 嘉獎一次 

25 書的歷史 機一仁 24 劉源富 佳作 100 嘉獎一次 

26 百年孤寂 機一仁 25 鄭朝諭 佳作 100 嘉獎一次 

27 在顛沛流離的世界裡你還

有我啊 

機一義 19 郭瑋平 佳作 100 嘉獎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