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執行成效表

活動名稱： 1111----2222----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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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負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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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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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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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專業核心能力提升專業核心能力提升專業核心能力提升專業核心能力 □□□□提升基本核心能力提升基本核心能力提升基本核心能力提升基本核心能力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學學學學////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

成效成效成效成效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師實務能力師實務能力師實務能力師實務能力 □□□□精進精進精進精進教教教教學品質管控學品質管控學品質管控學品質管控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學學學學研研研研究設施究設施究設施究設施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師師師師研研研研究能力究能力究能力究能力
□□□□提升行政效率與效提升行政效率與效提升行政效率與效提升行政效率與效

能能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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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能軟能軟能軟能

力力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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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校園特色校園特色校園特色校園
□□□□強強強強化品德與公民化品德與公民化品德與公民化品德與公民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提昇工作品質與績提昇工作品質與績提昇工作品質與績提昇工作品質與績

效效效效

□□□□提升環境適應能力提升環境適應能力提升環境適應能力提升環境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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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育政策育政策育政策
□□□□促進身心靈健康促進身心靈健康促進身心靈健康促進身心靈健康////成成成成

長長長長

□□□□促進環境保護與安促進環境保護與安促進環境保護與安促進環境保護與安

全全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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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學生職涯輔導學生職涯輔導學生職涯輔導學生職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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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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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室、文園二樓會議室、國璽會議廳室、文園二樓會議室、國璽會議廳室、文園二樓會議室、國璽會議廳室、文園二樓會議室、國璽會議廳

活動時間：

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11   11   11   11   月 月 月 月 28   28   28   28   日 日 日 日 09   09   0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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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8   28   28   日 日 日 日 15   15   15   15   時 時 時 時 30   30   30   30   分 分 分 分 

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12   12   12   12   月 月 月 月 19   19   19   19   日 日 日 日 13   13   13   13   時 時 時 時 10   10   10   10   分分分分 至至至至

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12   12   12   12   月 月 月 月 19   19   19   19   日 日 日 日 17   17   17   17   時 時 時 時 00   00   00   00   分 分 分 分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教教教教師師師師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校外校外校外校外教教教教師師師師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校外職員校外職員校外職員校外職員 人人人人

9999 6666 3333 0000

0000 0000

2222 0000 222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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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參加對象

及人數：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校外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學生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社會人士社會人士社會人士社會人士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0000 0000

201201201201 51515151 150150150150 0000

0000 0000

3333 2222 1111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人人人人 （原預計參加人數（原預計參加人數（原預計參加人數（原預計參加人數 人）人）人）人）215215215215 50505050

活動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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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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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50505050

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

賴文儀賴文儀賴文儀賴文儀

（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敘敘敘敘述）：述）：述）：述）：

論文發表會是本系師生一同參與之活動，整個活動將以全英文方式進行，訓練學生外語表達論文發表會是本系師生一同參與之活動，整個活動將以全英文方式進行，訓練學生外語表達論文發表會是本系師生一同參與之活動，整個活動將以全英文方式進行，訓練學生外語表達論文發表會是本系師生一同參與之活動，整個活動將以全英文方式進行，訓練學生外語表達

能力，也期望學生在發表會中能能力，也期望學生在發表會中能能力，也期望學生在發表會中能能力，也期望學生在發表會中能夠夠夠夠發揮自己的實力並且擁有自信及榮譽心，將自己發揮自己的實力並且擁有自信及榮譽心，將自己發揮自己的實力並且擁有自信及榮譽心，將自己發揮自己的實力並且擁有自信及榮譽心，將自己研研研研究近一究近一究近一究近一

年的成果呈現給校外貴賓、系上老師及學弟妹，繼續傳承本系之傳統。年的成果呈現給校外貴賓、系上老師及學弟妹，繼續傳承本系之傳統。年的成果呈現給校外貴賓、系上老師及學弟妹，繼續傳承本系之傳統。年的成果呈現給校外貴賓、系上老師及學弟妹，繼續傳承本系之傳統。

邀請本系專任邀請本系專任邀請本系專任邀請本系專任教教教教師及校外師及校外師及校外師及校外教教教教師共同參與，檢視畢業師共同參與，檢視畢業師共同參與，檢視畢業師共同參與，檢視畢業班班班班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四四四四年年年年來來來來之學習成效。本活動將以全之學習成效。本活動將以全之學習成效。本活動將以全之學習成效。本活動將以全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模模模模式進行。畢業論文發表式進行。畢業論文發表式進行。畢業論文發表式進行。畢業論文發表小小小小會會會會((((109109109109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28282828日日日日))))結束後結束後結束後結束後將選將選將選將選出出出出12121212––––15151515名名名名優秀優秀優秀優秀學生進學生進學生進學生進入大入大入大入大
會。會。會。會。大大大大會時會時會時會時間地點間地點間地點間地點為為為為109109109109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19191919日，日，日，日，於於於於國璽會議廳國璽會議廳國璽會議廳國璽會議廳舉舉舉舉行論文發表會，行論文發表會，行論文發表會，行論文發表會，屆屆屆屆時將邀請時將邀請時將邀請時將邀請產產產產業業業業界界界界人士人士人士人士

及及及及家家家家長長長長到場觀摩到場觀摩到場觀摩到場觀摩，，，，展展展展現學習成效。現學習成效。現學習成效。現學習成效。

預期成效： 實際成效： 成效檢討：

(1)(1)(1)(1)質化成效：質化成效：質化成效：質化成效：準備準備準備準備：：：：

於於於於會議英文與國際會議英文與國際會議英文與國際會議英文與國際禮禮禮禮儀課程中，儀課程中，儀課程中，儀課程中，

由授由授由授由授課老師課老師課老師課老師先先先先行行行行向向向向選選選選讀此讀此讀此讀此課程學課程學課程學課程學

生生生生說說說說明明明明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意義意義意義意義、、、、內內內內容容容容、方式及、方式及、方式及、方式及

學生畢業論文的學生畢業論文的學生畢業論文的學生畢業論文的介紹介紹介紹介紹。同時，老。同時，老。同時，老。同時，老

師師師師說說說說明明明明服務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之意義意義意義意義並分並分並分並分享享享享自己在自己在自己在自己在

服務中服務中服務中服務中所獲取所獲取所獲取所獲取的實務經的實務經的實務經的實務經驗驗驗驗及分及分及分及分

享享享享。。。。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將將將將修讀修讀修讀修讀學生分學生分學生分學生分組組組組並並並並由由由由學生推學生推學生推學生推舉舉舉舉一一一一

名名名名總召總召總召總召及一名及一名及一名及一名副總召副總召副總召副總召，，，，負責負責負責負責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規規規規畫與統畫與統畫與統畫與統籌籌籌籌。老師以。老師以。老師以。老師以指指指指導的導的導的導的角角角角色色色色

進行協進行協進行協進行協助助助助與輔導。同時，將與輔導。同時，將與輔導。同時，將與輔導。同時，將每每每每位位位位

學生分學生分學生分學生分配配配配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向向向向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申申申申請請請請場場場場
地地地地，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定定定定期與老師期與老師期與老師期與老師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實作經實作經實作經實作經

驗驗驗驗進進進進度度度度。學生畢業論文。學生畢業論文。學生畢業論文。學生畢業論文((((小小小小會及會及會及會及

大大大大會會會會))))為為為為國事系上國事系上國事系上國事系上重重重重要活動之要活動之要活動之要活動之

一，學生一，學生一，學生一，學生須籌備須籌備須籌備須籌備整個活動，整個活動，整個活動，整個活動，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內內內內容容容容及邀請老師，及邀請老師，及邀請老師，及邀請老師，得得得得以以以以讓讓讓讓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順利順利順利順利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準備準備準備準備：：：：

於於於於會議英文與國際會議英文與國際會議英文與國際會議英文與國際禮禮禮禮儀課程中，儀課程中，儀課程中，儀課程中，

由授由授由授由授課老師課老師課老師課老師向向向向選選選選讀此讀此讀此讀此課程學生課程學生課程學生課程學生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意義意義意義意義、、、、內內內內容容容容、方式及學生、方式及學生、方式及學生、方式及學生

畢業論文的畢業論文的畢業論文的畢業論文的介紹介紹介紹介紹。同時，老師。同時，老師。同時，老師。同時，老師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服務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之意義意義意義意義並分並分並分並分享享享享自己在服務自己在服務自己在服務自己在服務

中中中中所獲取所獲取所獲取所獲取的實務經的實務經的實務經的實務經驗驗驗驗及分及分及分及分享享享享。。。。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將將將將修讀修讀修讀修讀學生分學生分學生分學生分組組組組並並並並由由由由學生推學生推學生推學生推舉舉舉舉一一一一

名名名名總召總召總召總召及一名及一名及一名及一名副總召副總召副總召副總召，，，，負責負責負責負責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規規規規畫與統畫與統畫與統畫與統籌籌籌籌。老師以。老師以。老師以。老師以指指指指導的導的導的導的角角角角色色色色

進行協進行協進行協進行協助助助助與輔導。同時，將與輔導。同時，將與輔導。同時，將與輔導。同時，將每每每每位位位位

學生分學生分學生分學生分配配配配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向向向向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申申申申請請請請場場場場
地地地地，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定定定定期與老師期與老師期與老師期與老師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實作經實作經實作經實作經

驗驗驗驗進進進進度度度度。學生畢業論文。學生畢業論文。學生畢業論文。學生畢業論文((((小小小小會及會及會及會及

大大大大會會會會))))為為為為國事系上國事系上國事系上國事系上重重重重要活動之要活動之要活動之要活動之

一，學生一，學生一，學生一，學生須籌備須籌備須籌備須籌備整個活動，整個活動，整個活動，整個活動，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內內內內容容容容及邀請老師，及邀請老師，及邀請老師，及邀請老師，得得得得以以以以讓讓讓讓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順利順利順利順利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與實際質化成效與實際質化成效與實際質化成效與實際質化成效

(2)(2)(2)(2)量量量量化成效：論文發表會是本化成效：論文發表會是本化成效：論文發表會是本化成效：論文發表會是本

系系系系多多多多年傳統，在本次發表會預計年傳統，在本次發表會預計年傳統，在本次發表會預計年傳統，在本次發表會預計

有有有有50505050篇篇篇篇論文論文論文論文產產產產出出出出。。。。

論文發表會是本系論文發表會是本系論文發表會是本系論文發表會是本系多多多多年傳統，在年傳統，在年傳統，在年傳統，在

本次發表會有本次發表會有本次發表會有本次發表會有44447777篇篇篇篇論文論文論文論文產產產產出出出出
((((109109109109....11111111....28)28)28)28)，發表，發表，發表，發表前前前前有有有有3333名學生名學生名學生名學生

放棄放棄放棄放棄發表。發表。發表。發表。

由由由由44447777篇篇篇篇論文論文論文論文挑挑挑挑選選選選出出出出9999篇篇篇篇論文進行論文進行論文進行論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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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複複複賽賽賽賽((((109109109109....12121212....19)19)19)19)，發表者，發表者，發表者，發表者前前前前三三三三

名分名分名分名分別別別別是是是是第第第第一名一名一名一名蔡紫涵蔡紫涵蔡紫涵蔡紫涵,,,,第第第第二名二名二名二名

MariaMariaMariaMaria    Wilkinson,Wilkinson,Wilkinson,Wilkinson,第第第第三名三名三名三名何佩何佩何佩何佩
妤妤妤妤，，，，評評評評論者論者論者論者前前前前三名分三名分三名分三名分別別別別是是是是第第第第一名一名一名一名

袁偉杰袁偉杰袁偉杰袁偉杰,,,,第第第第二名二名二名二名柯佳柯佳柯佳柯佳妤妤妤妤,,,,第第第第三名三名三名三名林林林林
俊傑俊傑俊傑俊傑。。。。最佳最佳最佳最佳人人人人氣氣氣氣獎為獎為獎為獎為
BBBBuyannemekhuyannemekhuyannemekhuyannemekh    EnkhboldEnkhboldEnkhboldEnkhbold

與原預計與原預計與原預計與原預計量量量量化成效化成效化成效化成效相符相符相符相符

(3)(3)(3)(3)活動成效 活動成效 活動成效 活動成效 ---- 附件列附件列附件列附件列表表表表

項

次

文

件

類

別

文件說明 檔案名稱

1111 開幕開幕開幕開幕....jpgjpgjpgjpg    

2222 發表人發表人發表人發表人....jpgjpgjpgjpg    

3333
去去去去年年年年得得得得獎獎獎獎學長學長學長學長開開開開
場場場場....jpgjpgjpgjpg    

4444 學生論文學生論文學生論文學生論文 MariaWilkinson.pdfMariaWilkinson.pdfMariaWilkinson.pdfMariaWilkinson.pdf    

5555
1091128109112810911281091128----小小小小會會會會場地圖場地圖場地圖場地圖    

((((1)1)1)1).pdf.pdf.pdf.pdf    

6666

1091128109112810911281091128----MorningMorningMorningMorning    &&&&    
AAAAfternoonfternoonfternoonfternoon    
Sessions.pdfSessions.pdfSessions.pdfSessions.pdf    

7777 學生論文學生論文學生論文學生論文第第第第一名一名一名一名

1) 1091) 1091) 1091) 109GPGPGPGP----
1105209002110520900211052090021105209002---- 蔡紫蔡紫蔡紫蔡紫
涵涵涵涵....pdfpdfpdfpdf    

8888 學生論文學生論文學生論文學生論文第第第第三名三名三名三名

3) 1093) 1093) 1093) 109GPGPGPGP----
1106209059110620905911062090591106209059---- 何佩何佩何佩何佩
妤妤妤妤....pdfpdfpdfpdf    

9999

1091219109121910912191091219----TheTheTheThe 1 1 1 14th4th4th4th    
AAAAnnualnnualnnualnnual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AAAAffairsffairsffairsffairs    GraduationGraduationGraduationGraduation    
ProjectProjectProjectProject    ConferenceConferenceConferenceConference
(1091219)(1091219)(1091219)(1091219).pdf.pdf.pdf.pdf    

活動建議：活動建議：活動建議：活動建議：

無無無無

經費來源：【若多項經費來源，請務必註明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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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3030,,,,000000000000 30303030,,,,000000000000

參加人員繳費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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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表請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與核銷請款單一併簽核（請以本表代替活動結案簽呈）。 

單位自籌 0000

其他補助

0000

合計 30303030,,,,000000000000

經費支出明細：

說明：預算數與實支數差異超出百分之二十之流用比例且金額達一萬元以上者，須檢附核准後之「經費支出項

目流用變更申請表」核銷。若屬分次分期執行之活動，於最後一次活動執行完畢後，再針對差異作說明。

支出項目 預算數

前已執行

數

本次執行

數

累計執行

數

差異數 憑證編號 差異說明

出席費出席費出席費出席費----政政政政治治治治、經、經、經、經

濟濟濟濟、文化、文化、文化、文化類類類類三名三名三名三名

評審出席費評審出席費評審出席費評審出席費
6666,,,,000000000000 0000 6666,,,,000000000000 6666,,,,000000000000 0000 1111----6666

審審審審查查查查費費費費----政政政政治治治治、經、經、經、經

濟濟濟濟、文化、文化、文化、文化類類類類三名三名三名三名

評審審評審審評審審評審審查查查查費費費費
6666,,,,000000000000 0000 6666,,,,000000000000 6666,,,,000000000000 0000 1111----6666

膳費膳費膳費膳費----膳費膳費膳費膳費 9999,,,,600600600600 0000 11111111,,,,088088088088 11111111,,,,088088088088 ----1111,4,4,4,488888888 7777----9999

參加人數參加人數參加人數參加人數超出超出超出超出預預預預

期期期期,,,,由雜支部由雜支部由雜支部由雜支部分分分分

支付支付支付支付

補充補充補充補充保保保保費費費費----補充補充補充補充保保保保

費費費費
229229229229 0000 228228228228 228228228228 1111 1111----6666

雜支雜支雜支雜支----雜支雜支雜支雜支 2222,,,,211211211211 0000 444444449999 444444449999 1111,,,,762762762762 19191919----21212121

交交交交通費通費通費通費----往返台北往返台北往返台北往返台北
高高高高雄雄雄雄高高高高鐵車票鐵車票鐵車票鐵車票

5555,,,,960960960960 0000 5555,,,,290290290290 5555,,,,290290290290 670670670670 1111----6666

印刷費印刷費印刷費印刷費----式式式式 0000 0000 999944445555 999944445555 ----999944445555 10101010----18181818
超支部超支部超支部超支部份份份份由雜支由雜支由雜支由雜支
費用支付費用支付費用支付費用支付

合 計 30,000 0 30,000 3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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