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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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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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教教教教學中心學中心學中心學中心) ) ) ) 

活動負責單

位：

■■■■主主主主辦辦辦辦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教教教教學中心學中心學中心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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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活動方式：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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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氣樓等。樓、正氣樓等。樓、正氣樓等。樓、正氣樓等。

活動時間：

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06   06   06   06   月 月 月 月 01   0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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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11   11   月 月 月 月 27   27   27   27   日 日 日 日 17   17   17   17   時 時 時 時 00   00   00   00   分 分 分 分 

實際參加對象

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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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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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238123812381238 337337337337 90190190190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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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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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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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8123812381238 125012501250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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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5555

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教教教教學中心羅宜柔主任學中心羅宜柔主任學中心羅宜柔主任學中心羅宜柔主任

（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敘敘敘敘述）：述）：述）：述）：
「「「「108108108108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222學期共同英文期末成果展」於學期共同英文期末成果展」於學期共同英文期末成果展」於學期共同英文期末成果展」於109109109109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15151515日至日至日至日至6666月月月月19191919日進行共日進行共日進行共日進行共4444天，考量配合防天，考量配合防天，考量配合防天，考量配合防
疫避免大型聚會，此次由各級自行於原疫避免大型聚會，此次由各級自行於原疫避免大型聚會，此次由各級自行於原疫避免大型聚會，此次由各級自行於原教教教教室室室室舉舉舉舉辦辦辦辦，使學生能分享交流彼此作品，成果展呈現方，使學生能分享交流彼此作品，成果展呈現方，使學生能分享交流彼此作品，成果展呈現方，使學生能分享交流彼此作品，成果展呈現方
式仍以多元性，例如式仍以多元性，例如式仍以多元性，例如式仍以多元性，例如::::英文七利用英文七利用英文七利用英文七利用讀讀讀讀者者者者劇場劇場劇場劇場配合配合配合配合海報的海報的海報的海報的方式演方式演方式演方式演出劇出劇出劇出劇本；英文本；英文本；英文本；英文八八八八為為為為分分分分組報告組報告組報告組報告；英；英；英；英
文文文文九則九則九則九則為為為為海報或手冊解海報或手冊解海報或手冊解海報或手冊解說說說說等等等等))))，本次成果展，本次成果展，本次成果展，本次成果展介紹詳介紹詳介紹詳介紹詳如如如如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預期成效： 實際成效： 成效檢討：

(1)(1)(1)(1)質化成效：由大一、大質化成效：由大一、大質化成效：由大一、大質化成效：由大一、大二及二及二及二及
大三共同英文課程大三共同英文課程大三共同英文課程大三共同英文課程LLLL7777----LLLL9999師生師生師生師生運運運運
用共同英語課程用共同英語課程用共同英語課程用共同英語課程所所所所學展學展學展學展示示示示，以多，以多，以多，以多
元性元性元性元性且兼具且兼具且兼具且兼具動動動動態解態解態解態解說說說說報告報告報告報告以以以以及靜及靜及靜及靜
態態態態作品展，例如作品展，例如作品展，例如作品展，例如拍攝微電影拍攝微電影拍攝微電影拍攝微電影、、、、製製製製
作各作各作各作各地地地地文化文化文化文化手冊手冊手冊手冊，，，，讓讓讓讓學生學語學生學語學生學語學生學語言言言言
也也也也能習能習能習能習得得得得人文素養。人文素養。人文素養。人文素養。

由大一、大由大一、大由大一、大由大一、大二及二及二及二及大三共同英文課大三共同英文課大三共同英文課大三共同英文課
程程程程LLLL7777----LLLL9999師生師生師生師生運運運運用共同英語課程用共同英語課程用共同英語課程用共同英語課程
所所所所學展學展學展學展示示示示，以多元性，以多元性，以多元性，以多元性且兼具且兼具且兼具且兼具動動動動態態態態
解解解解說說說說報告報告報告報告以以以以及靜態及靜態及靜態及靜態作品展，例如作品展，例如作品展，例如作品展，例如
拍攝微電影拍攝微電影拍攝微電影拍攝微電影、、、、製製製製作各作各作各作各地地地地文化文化文化文化手手手手
冊冊冊冊，，，，讓讓讓讓學生學語學生學語學生學語學生學語言也言也言也言也能習能習能習能習得得得得人文人文人文人文
素養。素養。素養。素養。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未受限未受限未受限未受限於於於於場地場地場地場地，，，，改改改改由各由各由各由各班班班班自自自自
行展行展行展行展出出出出作品，作品，作品，作品，連續連續連續連續4 4 4 4 天各天各天各天各班班班班同學同學同學同學
仍能交流作品心仍能交流作品心仍能交流作品心仍能交流作品心得得得得，，，，已達已達已達已達成預成預成預成預定定定定
成果交流目標。成果交流目標。成果交流目標。成果交流目標。

(2)(2)(2)(2)量化成效：量化成效：量化成效：量化成效：108108108108----2222學期大一至學期大一至學期大一至學期大一至
大三共同英文課程大三共同英文課程大三共同英文課程大三共同英文課程LLLL7777----LLLL9999合計合計合計合計37373737
班班班班以期末成果展進行期末以期末成果展進行期末以期末成果展進行期末以期末成果展進行期末評評評評量，量，量，量，
目目目目前劃前劃前劃前劃每每每每班留存班留存班留存班留存1111組組組組作品，作品，作品，作品，在在在在期期期期
末展末展末展末展後理上傳後理上傳後理上傳後理上傳至中心至中心至中心至中心網頁網頁網頁網頁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108108108108----2222學期大一至大三共同英文學期大一至大三共同英文學期大一至大三共同英文學期大一至大三共同英文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LLLL7777----LLLL9999合計合計合計合計37373737班班班班以期末成果以期末成果以期末成果以期末成果
展進行期末展進行期末展進行期末展進行期末評評評評量，目量，目量，目量，目前劃前劃前劃前劃每每每每班留班留班留班留
存存存存1111組組組組作品，作品，作品，作品，在在在在期末展期末展期末展期末展後理上傳後理上傳後理上傳後理上傳

至中心至中心至中心至中心網頁網頁網頁網頁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本次參加本次參加本次參加本次參加37373737個班個班個班個班級級級級,,,,因因因因各各各各班班班班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不不不不一一一一,,,,雖規劃雖規劃雖規劃雖規劃為為為為每每每每班留存班留存班留存班留存一一一一
組組組組,,,,但但但但仍仍仍仍有優劣有優劣有優劣有優劣，，，，因因因因此，中心此，中心此，中心此，中心僅僅僅僅
上傳上傳上傳上傳經經經經教教教教師推師推師推師推薦薦薦薦作品，作品，作品，作品，未來未來未來未來，，，，也也也也
將跟將跟將跟將跟各級各級各級各級召集召集召集召集人人人人討論討論討論討論成果展作品成果展作品成果展作品成果展作品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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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8108108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第第第第2 2 2 2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共同英文共同英文共同英文共同英文
期末成果期末成果期末成果期末成果
發表發表發表發表____新聞新聞新聞新聞
稿稿稿稿....docxdocxdocxdocx    

活動建活動建活動建活動建議議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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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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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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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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597597597597 6666,,,,597597597597

參加人員繳費 0000

單位自籌 0000

其他補助

0000

合計 6666,,,,59759759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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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工工工讀費讀費讀費讀費----每每每每小小小小時時時時
158158158158元元元元

18181818,,,,960960960960 0000 0000 0000 18181818,,,,960960960960 ----

勞保勞保勞保勞保及補充及補充及補充及補充保保保保費費費費----
((((869869869869++++270)270)270)270)****2222人人人人
====2278227822782278,,,,    
18960189601896018960****1111....91919191%=%=%=%=362362362362

2222,,,,640640640640 0000 0000 0000 2222,,,,640640640640 ----

雜支雜支雜支雜支----2222TTTTBBBB隨隨隨隨身身身身碟碟碟碟
****3(25003(25003(25003(2500元元元元
****3333====7500)7500)7500)7500)、、、、3 3 3 3 號號號號
電池及資料匣電池及資料匣電池及資料匣電池及資料匣

((((900900900900元元元元))))

8888,,,,400400400400 0000 6666,,,,597597597597 6666,,,,597597597597 1111,,,,803803803803 1111 支出減支出減支出減支出減少少少少

合 計 30,000 0 6,597 6,597 2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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