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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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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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4141414屆翻譯系畢業成果展屆翻譯系畢業成果展屆翻譯系畢業成果展屆翻譯系畢業成果展----譯如往昔譯如往昔譯如往昔譯如往昔((((院統籌院統籌院統籌院統籌) ) ) ) 

活動負責單

位：

■■■■主主主主辦辦辦辦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翻譯系翻譯系翻譯系翻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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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演展演展演展演((((覽覽覽覽))))

活動地點：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 □□□□校外校外校外校外Z1502Z1502Z1502Z1502國璽會議廳、至善樓藝術迴廊國璽會議廳、至善樓藝術迴廊國璽會議廳、至善樓藝術迴廊國璽會議廳、至善樓藝術迴廊

活動時間：

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04   04   04   04   月 月 月 月 30   30   30   30   日 日 日 日 08   08   08   08   時 時 時 時 00   00   00   00   分分分分 至至至至

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04   04   04   04   月 月 月 月 30   30   30   30   日 日 日 日 18   18   18   18   時 時 時 時 00   00   00   00   分 分 分 分 

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05   05   05   05   月 月 月 月 04   04   04   04   日 日 日 日 08   08   08   08   時 時 時 時 00   00   00   00   分分分分 至至至至

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05   05   05   05   月 月 月 月 08   08   08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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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1212 3333 9999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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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12212212 38383838 174174174174 0000

0000 0000

27272727 11111111 1616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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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51251251 100100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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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40404040

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

（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敘敘敘敘述）：述）：述）：述）：

本系學生本系學生本系學生本系學生每每每每學年皆學年皆學年皆學年皆舉舉舉舉辦辦辦辦畢業專題成果展，透過畢業成果展，以靜態展示影片及譯作，加上現場畢業專題成果展，透過畢業成果展，以靜態展示影片及譯作，加上現場畢業專題成果展，透過畢業成果展，以靜態展示影片及譯作，加上現場畢業專題成果展，透過畢業成果展，以靜態展示影片及譯作，加上現場

逐逐逐逐步步步步口譯的動態成果展現，向全校師生以及外賓展現他們多年下來的學習成果並同時可以培養口譯的動態成果展現，向全校師生以及外賓展現他們多年下來的學習成果並同時可以培養口譯的動態成果展現，向全校師生以及外賓展現他們多年下來的學習成果並同時可以培養口譯的動態成果展現，向全校師生以及外賓展現他們多年下來的學習成果並同時可以培養

有效溝通（有效溝通（有效溝通（有效溝通（effective commueffective commueffective commueffective communnnnicicicicaaaatiotiotiotionnnn）、）、）、）、團隊團隊團隊團隊共創（共創（共創（共創（cocococollabllabllabllaboooorarararatiotiotiotionnnn    andandandand    bbbbuiuiuiuildldldldiiiingngngng）、創造）、創造）、創造）、創造

與創與創與創與創新新新新（（（（ccccrrrreeeeaaaativittivittivittivityyyy    andandandand i i i innnnnnnnovovovovaaaatiotiotiotionnnn））））等等等等4444CCCC關鍵關鍵關鍵關鍵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1111....靜態展，學生靜態展，學生靜態展，學生靜態展，學生在在在在藝術迴廊藝術迴廊藝術迴廊藝術迴廊佈佈佈佈置置置置展展展展攤攤攤攤，展示學生，展示學生，展示學生，展示學生筆筆筆筆譯作品，並與全校師生進行譯作品，並與全校師生進行譯作品，並與全校師生進行譯作品，並與全校師生進行互互互互動展覽，動展覽，動展覽，動展覽，還還還還有有有有

精精精精美周邊美周邊美周邊美周邊提提提提供。供。供。供。

2222....動態展，動態展，動態展，動態展，邀請邀請邀請邀請三位講者三位講者三位講者三位講者在在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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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學生現場進行逐行演講，學生現場進行逐行演講，學生現場進行逐行演講，學生現場進行逐步步步步口譯，展現畢業生口譯口譯，展現畢業生口譯口譯，展現畢業生口譯口譯，展現畢業生口譯之之之之

成果成果成果成果。。。。本次本次本次本次邀請邀請邀請邀請1111....專業會議口譯員專業會議口譯員專業會議口譯員專業會議口譯員鄒鄒鄒鄒德德德德平平平平    2222....旅遊旅遊旅遊旅遊作作作作家家家家黃黃黃黃昕語昕語昕語昕語3333....新新新新銳銳銳銳攝攝攝攝影師影師影師影師鄭弘敬鄭弘敬鄭弘敬鄭弘敬共三位講者共三位講者共三位講者共三位講者

進行動態展演講進行動態展演講進行動態展演講進行動態展演講。。。。

3333....第第第第14141414屆畢業成果展屆畢業成果展屆畢業成果展屆畢業成果展企劃書企劃書企劃書企劃書、、、、海報海報海報海報、講者簡、講者簡、講者簡、講者簡介介介介、宣、宣、宣、宣傳摺頁傳摺頁傳摺頁傳摺頁及及及及風險評估風險評估風險評估風險評估表表表表請見附件。請見附件。請見附件。請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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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透過成果展透過成果展透過成果展透過成果展增增增增

加應屆畢業生口、加應屆畢業生口、加應屆畢業生口、加應屆畢業生口、筆筆筆筆譯譯譯譯技巧技巧技巧技巧的實的實的實的實

務經務經務經務經驗驗驗驗並體現並體現並體現並體現大大大大學學學學四四四四年年年年所所所所學學學學之之之之成成成成

果果果果。。。。

2222....藉由藉由藉由藉由成果展的籌成果展的籌成果展的籌成果展的籌備備備備，培養有效，培養有效，培養有效，培養有效

溝通（溝通（溝通（溝通（effective effective effective effective 

commucommucommucommunnnnicicicicaaaatiotiotiotionnnn）、）、）、）、團隊團隊團隊團隊共創共創共創共創

（（（（cocococollabllabllabllaboooorarararatiotiotiotionnnn    andandandand    

bbbbuiuiuiuildldldldiiiingngngng）、創造與創）、創造與創）、創造與創）、創造與創新新新新

（（（（ccccrrrreeeeaaaativittivittivittivityyyy    andandandand    

iiiinnnnnnnnovovovovaaaatiotiotiotionnnn））））等等等等4444CCCC關鍵關鍵關鍵關鍵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1111....透過成果展透過成果展透過成果展透過成果展增增增增加應屆畢業生加應屆畢業生加應屆畢業生加應屆畢業生

口、口、口、口、筆筆筆筆譯譯譯譯技巧技巧技巧技巧的實務經的實務經的實務經的實務經驗驗驗驗並體現並體現並體現並體現

大大大大學學學學四四四四年年年年所所所所學學學學之之之之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2222....本學本學本學本學期期期期活動活動活動活動雖受疫情雖受疫情雖受疫情雖受疫情影影影影響響響響，，，，但但但但

仍順利仍順利仍順利仍順利舉舉舉舉辦辦辦辦，動態展，動態展，動態展，動態展部部部部分分分分邀請邀請邀請邀請專專專專

業會議口譯員業會議口譯員業會議口譯員業會議口譯員鄒鄒鄒鄒德德德德平平平平 、 、 、 、旅遊旅遊旅遊旅遊作作作作

家家家家黃黃黃黃昕語昕語昕語昕語、、、、新新新新銳銳銳銳攝攝攝攝影師影師影師影師鄭弘敬鄭弘敬鄭弘敬鄭弘敬共共共共

三位講者進行全三位講者進行全三位講者進行全三位講者進行全英英英英文演講，並文演講，並文演講，並文演講，並由由由由

本系畢業生進行逐本系畢業生進行逐本系畢業生進行逐本系畢業生進行逐步步步步口譯口譯口譯口譯。。。。靜態靜態靜態靜態

展展展展則於則於則於則於至善樓藝術迴廊進行畢業至善樓藝術迴廊進行畢業至善樓藝術迴廊進行畢業至善樓藝術迴廊進行畢業

生翻譯生翻譯生翻譯生翻譯////筆筆筆筆譯作品展覽，並全程譯作品展覽，並全程譯作品展覽，並全程譯作品展覽，並全程

由由由由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自自自自行行行行規劃規劃規劃規劃展展展展攤攤攤攤、動、動、動、動線線線線及活及活及活及活

動程動程動程動程序等。最後圓滿序等。最後圓滿序等。最後圓滿序等。最後圓滿體現畢業生體現畢業生體現畢業生體現畢業生

四四四四年年年年所所所所學學學學之之之之應應應應用。用。用。用。

2222....藉由藉由藉由藉由動態展及靜態展成果展的動態展及靜態展成果展的動態展及靜態展成果展的動態展及靜態展成果展的

籌籌籌籌備備備備及及及及因因因因應應應應疫情所面對疫情所面對疫情所面對疫情所面對的的的的困難困難困難困難，，，，

鍛鍛鍛鍛鍊鍊鍊鍊學生有效溝通（學生有效溝通（學生有效溝通（學生有效溝通（effective effective effective effective 

commucommucommucommunnnnicicicicaaaatiotiotiotionnnn）、）、）、）、團隊團隊團隊團隊共創共創共創共創

（（（（cocococollabllabllabllaboooorarararatiotiotiotionnnn    andandandand    
bbbbuiuiuiuildldldldiiiingngngng）、創造與創）、創造與創）、創造與創）、創造與創新新新新

（（（（ccccrrrreeeeaaaativittivittivittivityyyy    andandandand    

無無無無，，，，達達達達成預成預成預成預期期期期成效成效成效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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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nnnnnnnnovovovovaaaatiotiotiotionnnn）及）及）及）及批判性思考批判性思考批判性思考批判性思考與與與與問問問問

題題題題解決解決解決解決（（（（ccccrrrriticiticiticiticalalalal t t t thhhhiiiinknknknkiiiingngngng    

andandandand    prprprprooooblblblblem em em em ssssoooollllvivivivingngngng等等等等4444CCCC關鍵關鍵關鍵關鍵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2)(2)(2)(2)量量量量化成效：化成效：化成效：化成效：1111....靜態展靜態展靜態展靜態展

時時時時間間間間：民國：民國：民國：民國109109109109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27272727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一一一一))))至至至至5555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09090909::::00000000----

16161616::::000000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至善樓一樓：至善樓一樓：至善樓一樓：至善樓一樓左側左側左側左側藝術迴廊藝術迴廊藝術迴廊藝術迴廊

2222....動態展動態展動態展動態展

時時時時間間間間：民國：民國：民國：民國109109109109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30303030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四四四四09090909::::30303030----17171717::::00)00)00)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國璽會議廳：國璽會議廳：國璽會議廳：國璽會議廳13131313、、、、15151515樓樓樓樓

3333....本次成果展預計本次成果展預計本次成果展預計本次成果展預計吸引吸引吸引吸引80808080----100100100100人人人人

次次次次觀觀觀觀展展展展。。。。

4444....邀請邀請邀請邀請3333位講者位講者位講者位講者舉舉舉舉辦辦辦辦專題講專題講專題講專題講座座座座

1111....靜態展靜態展靜態展靜態展

時時時時間間間間：民國：民國：民國：民國109109109109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27272727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一一一一))))至至至至5555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09090909::::00000000----

16161616::::00000000）共計）共計）共計）共計5555天。天。天。天。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至善樓一樓：至善樓一樓：至善樓一樓：至善樓一樓左側左側左側左側藝術迴廊藝術迴廊藝術迴廊藝術迴廊

2222....動態展動態展動態展動態展

時時時時間間間間：民國：民國：民國：民國109109109109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30303030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四四四四09090909::::30303030----17171717::::00)00)00)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國璽會議廳：國璽會議廳：國璽會議廳：國璽會議廳13131313、、、、15151515樓樓樓樓

3333....本次成果展本次成果展本次成果展本次成果展總總總總計共計共計共計共273273273273人次參人次參人次參人次參

加加加加。。。。

4444....動態展動態展動態展動態展邀請邀請邀請邀請3333位講者位講者位講者位講者舉舉舉舉辦辦辦辦專題專題專題專題

講講講講座座座座，一場，一場，一場，一場2222小小小小時，共計時，共計時，共計時，共計3333場場場場。。。。

5555....靜態展靜態展靜態展靜態展總總總總計計計計16161616組組組組展展展展攤攤攤攤及及及及相關相關相關相關作作作作

品品品品。。。。

無無無無，，，，達達達達成預成預成預成預期期期期成效成效成效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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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ppic3ic3ic3ic3.jpg.jpg.jpg.jpg    

2222 ppppic2ic2ic2ic2.jpg.jpg.jpg.jpg    

3333 ppppic3ic3ic3ic3.jpg.jpg.jpg.jpg    

4444 14141414屆成果展屆成果展屆成果展屆成果展海報海報海報海報1111.pd.pd.pd.pdf f f f 

5555 14141414屆成果展屆成果展屆成果展屆成果展海報海報海報海報2222.pd.pd.pd.pdf f f f 

6666
14141414屆成果展宣屆成果展宣屆成果展宣屆成果展宣傳摺傳摺傳摺傳摺

頁頁頁頁....pdpdpdpdf f f f 

7777
14141414屆畢展活動計畫屆畢展活動計畫屆畢展活動計畫屆畢展活動計畫

書書書書....ddddococococxxxx    

8888
14141414屆畢業成果展展屆畢業成果展展屆畢業成果展展屆畢業成果展展簽到簽到簽到簽到

表表表表....pdpdpdpdf f f f 

9999
翻譯系翻譯系翻譯系翻譯系----畢業專題流畢業專題流畢業專題流畢業專題流用申用申用申用申

請請請請....pdpdpdpdf f f f 

10101010
14141414屆畢業展靜態展屆畢業展靜態展屆畢業展靜態展屆畢業展靜態展

____200607200607200607200607____0006000600060006.jpg.jpg.jpg.jpg    

11111111
14141414屆畢業展靜態展屆畢業展靜態展屆畢業展靜態展屆畢業展靜態展

____200607200607200607200607____0008000800080008.jpg.jpg.jpg.jpg    

14141414屆成果展（動態）屆成果展（動態）屆成果展（動態）屆成果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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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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1212 0430043004300430____200607200607200607200607____0016001600160016.jpg.jpg.jpg.jpg    

13131313
14141414屆成果展（動態）屆成果展（動態）屆成果展（動態）屆成果展（動態）

0430043004300430____200607200607200607200607____0018001800180018.jpg.jpg.jpg.jpg    

14141414
14141414屆成果展（動態）屆成果展（動態）屆成果展（動態）屆成果展（動態）

0430043004300430____200607200607200607200607____0019001900190019.jpg.jpg.jp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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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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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點費鐘點費鐘點費鐘點費----2000200020002000元元元元////

小小小小時時時時****2222小小小小時時時時****3333人人人人
12121212,,,,000000000000 0000 10101010,,,,000000000000 10101010,,,,000000000000 2222,,,,000000000000

核實核實核實核實報支報支報支報支，其，其，其，其餘餘餘餘

流流流流用用用用至至至至印刷費印刷費印刷費印刷費

補充補充補充補充保保保保費費費費----

2000200020002000****0000....0191019101910191====76767676
228228228228 0000 190190190190 190190190190 38383838

核實核實核實核實報支報支報支報支，其，其，其，其餘餘餘餘

流流流流用用用用至至至至餐費餐費餐費餐費

交通交通交通交通費費費費----高高高高鐵北鐵北鐵北鐵北高高高高

來來來來回回回回1490149014901490****2222****3333人人人人
8888,,,,940940940940 0000 2222,,,,050050050050 2222,,,,050050050050 6666,,,,890890890890

核實核實核實核實報支報支報支報支，其，其，其，其餘餘餘餘

流流流流用用用用至至至至印刷費印刷費印刷費印刷費及及及及

雜支雜支雜支雜支

印刷費印刷費印刷費印刷費----宣宣宣宣傳傳傳傳、、、、海海海海

報報報報及展品及展品及展品及展品印刷費印刷費印刷費印刷費
4444,,,,000000000000 0000 9999,,,,553553553553 9999,,,,553553553553 ----5555,,,,553553553553

核實核實核實核實報支報支報支報支，，，，不足不足不足不足

由鐘點費由鐘點費由鐘點費由鐘點費及交通及交通及交通及交通

費費費費流流流流用用用用

餐費餐費餐費餐費----會議會議會議會議餐費餐費餐費餐費40404040

元元元元////人人人人****100100100100人人人人
4444,,,,000000000000 0000 4444,,,,185185185185 4444,,,,185185185185 ----185185185185

核實核實核實核實報支報支報支報支，，，，不足不足不足不足

由補充由補充由補充由補充保保保保費費費費流流流流用用用用

雜支雜支雜支雜支----展展展展攤耗材攤耗材攤耗材攤耗材及及及及

文文文文具等具等具等具等
832832832832 0000 4444,,,,022022022022 4444,,,,022022022022 ----3333,,,,190190190190

核實核實核實核實報支報支報支報支，，，，不足不足不足不足

由由由由交通交通交通交通費費費費流流流流用用用用

合 計 30,000 0 30,000 3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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