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計畫表計畫表計畫表計畫表

計畫名稱： 1111----2222----1 (1 (1 (1 (院統籌院統籌院統籌院統籌) ) ) )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研研研研究成果發表究成果發表究成果發表究成果發表((((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 ) ) 

計畫負責單

位：

■■■■主主主主辦辦辦辦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國際事務系國際事務系國際事務系國際事務系

□□□□合合合合辦辦辦辦／協／協／協／協
辦辦辦辦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經費來源： 統籌單位：統籌單位：統籌單位：統籌單位： 高高高高教教教教

深耕項目列表：深耕項目列表：深耕項目列表：深耕項目列表：

109109109109教教教教----高高高高教教教教深耕計畫深耕計畫深耕計畫深耕計畫((((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暨暨暨暨國際學院國際學院國際學院國際學院((((畢業成果發表畢業成果發表畢業成果發表畢業成果發表

1111----2222創造文藻「創造文藻「創造文藻「創造文藻「Future Work LabFuture Work LabFuture Work LabFuture Work Lab」」」」

計畫目標： AAAA與與與與BBBB各至少勾選一項各至少勾選一項各至少勾選一項各至少勾選一項

AAAA主要目標主要目標主要目標主要目標

■■■■提升專業核心提升專業核心提升專業核心提升專業核心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提升基本核心提升基本核心提升基本核心提升基本核心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生學習成效生學習成效生學習成效生學習成效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師實務師實務師實務師實務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精進精進精進精進教教教教學品質學品質學品質學品質
管控管控管控管控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學學學學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設施環境設施環境設施環境設施環境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師師師師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提升行政效率提升行政效率提升行政效率提升行政效率
與效能與效能與效能與效能

□□□□推動社會服務推動社會服務推動社會服務推動社會服務

□□□□強強強強化學生輔導化學生輔導化學生輔導化學生輔導
□□□□建構核心價建構核心價建構核心價建構核心價
值值值值////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BBBB次要目標次要目標次要目標次要目標

■■■■提升專業知能提升專業知能提升專業知能提升專業知能
□□□□提升一般知能提升一般知能提升一般知能提升一般知能
((((軟能力軟能力軟能力軟能力))))

□□□□培養三創能力培養三創能力培養三創能力培養三創能力

□□□□營造友善營造友善營造友善營造友善////特特特特
色校園色校園色校園色校園

□□□□強強強強化品德與公化品德與公化品德與公化品德與公
民民民民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提昇工作品質提昇工作品質提昇工作品質提昇工作品質
與績效與績效與績效與績效

□□□□提升環境適應提升環境適應提升環境適應提升環境適應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推動服務學習推動服務學習推動服務學習推動服務學習 □□□□推動勞作推動勞作推動勞作推動勞作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宣導時事宣導時事宣導時事宣導時事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促進身心靈健促進身心靈健促進身心靈健促進身心靈健
康康康康////成長成長成長成長

□□□□促進環境保護促進環境保護促進環境保護促進環境保護
與安全與安全與安全與安全

□□□□促進國際化促進國際化促進國際化促進國際化 □□□□提升體育提升體育提升體育提升體育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輔導學生職輔導學生職輔導學生職輔導學生職
涯涯涯涯////就業就業就業就業

□□□□培養人文素養培養人文素養培養人文素養培養人文素養

活動類別：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活動方式：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計畫地點：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

□□□□校外校外校外校外

求求求求真真真真樓樓樓樓Q607Q607Q607Q607

計畫時間：

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11   11   11   11   月 月 月 月 23   23   23   23   日 日 日 日 13   13   13   13   時 時 時 時 00   00   00   00   分分分分 至至至至
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11   11   11   11   月 月 月 月 23   23   23   23   日 日 日 日 15   15   15   15   時 時 時 時 00   00   00   00   分 分 分 分 

預計參加對象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教教教教師師師師 □□□□校外校外校外校外教教教教師師師師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校外職校外職校外職校外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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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數： 員員員員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校外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學生 □□□□社會人士社會人士社會人士社會人士 共計約共計約共計約共計約 人人人人17171717

計畫性質： ■■■■教教教教學學學學////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證照證照證照證照////競賽競賽競賽競賽 □□□□學生生涯學生生涯學生生涯學生生涯 □□□□交流交流交流交流////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教教教教師成長師成長師成長師成長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計畫內容：

名講者名講者名講者名講者 名工作人員；名工作人員；名工作人員；名工作人員；12121212 5555

（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敘敘敘敘述）：述）：述）：述）：
增進校增進校增進校增進校內內內內研研研研究所學生學術究所學生學術究所學生學術究所學生學術研研研研究成果交流，鼓勵校究成果交流，鼓勵校究成果交流，鼓勵校究成果交流，鼓勵校內內內內研研研研究生發表在學期間進行的各領域究生發表在學期間進行的各領域究生發表在學期間進行的各領域究生發表在學期間進行的各領域
研研研研究成果，相互交流究成果，相互交流究成果，相互交流究成果，相互交流研研研研究心得。藉由究心得。藉由究心得。藉由究心得。藉由研研研研究成果發表會，將所學之理論與實務作結合、究成果發表會，將所學之理論與實務作結合、究成果發表會，將所學之理論與實務作結合、究成果發表會，將所學之理論與實務作結合、
增進師生學術討論與互動、提升增進師生學術討論與互動、提升增進師生學術討論與互動、提升增進師生學術討論與互動、提升研研研研究生的學術知能，並增進同窗情誼。此外，發表會究生的學術知能，並增進同窗情誼。此外，發表會究生的學術知能，並增進同窗情誼。此外，發表會究生的學術知能，並增進同窗情誼。此外，發表會
中之論文及議題，可供與會師生思辨討論，以激盪出具創造力之見解，展望中之論文及議題，可供與會師生思辨討論，以激盪出具創造力之見解，展望中之論文及議題，可供與會師生思辨討論，以激盪出具創造力之見解，展望中之論文及議題，可供與會師生思辨討論，以激盪出具創造力之見解，展望未來未來未來未來之學之學之學之學
術術術術優良優良優良優良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本成果發表會，本成果發表會，本成果發表會，本成果發表會，除除除除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學生參與之外，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學生參與之外，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學生參與之外，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學生參與之外，亦亦亦亦將將將將邀請來自邀請來自邀請來自邀請來自校校校校內內內內不不不不同系所同系所同系所同系所
的的的的研研研研究生究生究生究生或預備或預備或預備或預備研研研研究生共究生共究生共究生共襄盛襄盛襄盛襄盛舉舉舉舉。發表會時間。發表會時間。發表會時間。發表會時間預預預預計計計計為為為為109109109109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23232323日日日日((((星星星星期一期一期一期一))))。將。將。將。將於於於於
成效表中成效表中成效表中成效表中上傳上傳上傳上傳研研研研究生發表之論文究生發表之論文究生發表之論文究生發表之論文摘摘摘摘要。要。要。要。

預期成效：

((((1)1)1)1)質化成效：質化成效：質化成效：質化成效：
透過透過透過透過學生公學生公學生公學生公開開開開發表之發表之發表之發表之研研研研究成果，提升究成果，提升究成果，提升究成果，提升研研研研究生的學術究生的學術究生的學術究生的學術研研研研究能究能究能究能量量量量，並藉此，並藉此，並藉此，並藉此平台平台平台平台導導導導入多元跨入多元跨入多元跨入多元跨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研研研研究究究究視角視角視角視角，提升學生學術，提升學生學術，提升學生學術，提升學生學術研研研研究究究究風氣風氣風氣風氣與論文品質、與論文品質、與論文品質、與論文品質、寫寫寫寫作發表能力。作發表能力。作發表能力。作發表能力。

(2)(2)(2)(2)量量量量化成效：化成效：化成效：化成效：
本次發表會本次發表會本次發表會本次發表會預預預預計約計約計約計約12121212位校位校位校位校內內內內研研研研究生及究生及究生及究生及預備預備預備預備研研研研究生參與究生參與究生參與究生參與活活活活動，發表動，發表動，發表動，發表12121212份份份份研研研研究論文，究論文，究論文，究論文，邀請邀請邀請邀請
3333位位位位教教教教師參與進行論文討論。師參與進行論文討論。師參與進行論文討論。師參與進行論文討論。

經費預算明細：

(一)預估收入項目：

【若經費來源不同，請務必註明如下】

經費來源 金額

□校內經費 0000

■專案 

109109109109教教教教----高高高高教教教教深耕計畫深耕計畫深耕計畫深耕計畫((((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 7777,,,,000000000000 7777,,,,000000000000

參加人員繳費 0000

單位自籌 0000

其他補助

0000

合計 7777,,,,000000000000

(二)預估支出項目：

預算科目 說明 單價 數量/單位 金額

1111----2222----1 (1 (1 (1 (院統院統院統院統
籌籌籌籌) ) ) )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工工工工

151515158888元元元元////hhhhrrrr****16161616hhhhrrrrs=s=s=s=2522522522528888 151515158.8.8.8.00000000 16161616／／／／小小小小時時時時 2222,,,,52525252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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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卓越計畫同分項計畫內小項間流用不用填流用表，但請於「計畫內容」，視需要註明原計畫及修正計畫之科

目、計畫名稱、金額。

2. 各預算支出項目經核准後，各支出項目可流用幅度，若專案另有規定則依其規定，若無相關規定則依以下原

則辦理：可於各支出項目百分之二十內流用。若改變支出項目或超出流用比例且金額達一萬元以上者，須於支

出前先行填列「經費變更流用申請表」，並附原計畫表申請。

讀費讀費讀費讀費

1111----2222----1 (1 (1 (1 (院統院統院統院統
籌籌籌籌) ) ) )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補補補補
充充充充保保保保費費費費

2522522522528888元元元元****1111....91919191%=48%=48%=48%=48 48.48.48.48.00000000 1111／／／／式式式式 48484848

1111----2222----1 (1 (1 (1 (院統院統院統院統
籌籌籌籌) ) ) )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勞勞勞勞
健保健保健保健保費費費費

投投投投保日保日保日保日數數數數2222日 日 日 日 雇雇雇雇主主主主負擔負擔負擔負擔 勞保 勞保 勞保 勞保55558888    勞勞勞勞退退退退12121212 70707070....00000000 1111／／／／式式式式 70707070

1111----2222----1 (1 (1 (1 (院統院統院統院統
籌籌籌籌) ) ) )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餐餐餐餐
費費費費

88880000元元元元****17171717人人人人====1360136013601360 88880000....00000000 17171717／人／人／人／人 1111,,,,360360360360

1111----2222----1 (1 (1 (1 (院統院統院統院統
籌籌籌籌) ) ) )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印印印印
刷費刷費刷費刷費

議程本及議程本及議程本及議程本及海報海報海報海報列列列列印印印印 2222,,,,000000000000....00000000 1111／／／／式式式式 2222,,,,000000000000

1111----2222----1 (1 (1 (1 (院統院統院統院統
籌籌籌籌) ) ) )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文文文文
具具具具耗材耗材耗材耗材

文具文具文具文具耗材耗材耗材耗材 313131314.4.4.4.00000000 1111／／／／式式式式 313131314444

1111----2222----1 (1 (1 (1 (院統院統院統院統
籌籌籌籌) ) ) )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茶茶茶茶
點點點點

44440000元元元元****17171717人人人人====666688880000 44440000....00000000 17171717／人／人／人／人 666688880000

合計 7777,,,,000000000000

備

註：

1. 本表請於辦理計畫前簽核完畢。

2. 若申請預支款請一併附上已簽核完畢之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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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核過程一覽表

順序 應簽核人 簽核身分 狀態 收到日期 完成日期

代理

簽核人

意見

1 周佳樺 承辦人 SEND 2020/10/28 23:06:26 2020/10/28 23:06:26 已重設分項為1-2，感謝

2 賴文儀 承辦人單位主管 ACCEPT 2020/10/28 23:06:26 2020/10/29 10:19:01 同意

3 吳秋慧 承辦人單位主管 ACCEPT 2020/10/29 10:19:01 2020/10/29 10:28:25 同意

4 陳彥妤 統籌審核主管 ACCEPT 2020/10/29 10:28:26 2020/10/29 10:29:44 同意

5 宋溥嵐 管控助理

退回申請人 2020/10/29 10:29:44 2020/10/30 08:15:48 

退回補充。膳食費若其中

有茶點部分，請拆開編

列，謝謝。80元膳費便當

跟40元茶點

6 周佳樺 承辦人 RESEND 2020/10/30 08:15:48 2020/10/30 08:56:19 
申請人重送。已新增茶點

並修正相關費用，感謝

7 賴文儀 承辦人單位主管 ACCEPT 2020/10/30 08:56:19 2020/10/30 12:36:05 同意

8 吳秋慧 承辦人單位主管 ACCEPT 2020/10/30 12:36:05 2020/10/30 12:46:47 同意

9 陳彥妤 統籌審核主管 ACCEPT 2020/10/30 12:46:47 2020/10/30 13:44:07 同意

10 宋溥嵐 管控助理 ACCEPT 2020/10/30 13:44:08 2020/11/02 08:19:13 同意

11 許淮之 子計畫主持人 ACCEPT 2020/11/02 08:19:13 2020/11/02 18:59:25 同意

12 黃筱涵 管控二級主管 ACCEPT 2020/11/02 18:59:25 2020/11/03 07:18:03 同意

13 林耀堂 分項計畫主持人 ACCEPT 2020/11/03 07:18:03 2020/11/03 10:41:09 同意

14 林耀堂 管控一級主管 ACCEPT 2020/11/03 10:41:09 2020/11/03 10:41:19 同意

15 黃韋傑 會計室承辦人 ACCEPT 2020/11/03 10:41:19 2020/11/03 15:45:44 同意

16 林淑月 會計室主管 ACCEPT 2020/11/03 15:45:44 2020/11/03 17:42:04 同意

17 盧美妃 會計室主任 ACCEPT 2020/11/03 17:42:04 2020/11/03 21:27:25 同意

18 結案 2020/11/03 21:27:25 2020/11/03 21: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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