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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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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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負責單

位：

■■■■主主主主辦辦辦辦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英國語文系英國語文系英國語文系英國語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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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演展演展演展演((((覽覽覽覽))))

計畫地點：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

□□□□校外校外校外校外

化雨堂化雨堂化雨堂化雨堂敘敘敘敘廳廳廳廳

計畫時間：

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12   12   12   12   月 月 月 月 07   07   07   07   日 日 日 日 10   10   10   10   時 時 時 時 00   00   00   00   分分分分 至至至至
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12   12   12   12   月 月 月 月 10   10   10   10   日 日 日 日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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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02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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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20202020

（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敘敘敘敘述）：述）：述）：述）：
英文系將於英文系將於英文系將於英文系將於12121212月月月月7777日至日至日至日至12121212月月月月10101010日日日日舉舉舉舉辦辦辦辦畢業專題成果展將設攤以展示其個別成果，於化畢業專題成果展將設攤以展示其個別成果，於化畢業專題成果展將設攤以展示其個別成果，於化畢業專題成果展將設攤以展示其個別成果，於化
雨堂雨堂雨堂雨堂敘敘敘敘廳廳廳廳舉舉舉舉行，並會行，並會行，並會行，並會舉舉舉舉行專題評審競賽，提供行專題評審競賽，提供行專題評審競賽，提供行專題評審競賽，提供獎獎獎獎金，勉勵學生金，勉勵學生金，勉勵學生金，勉勵學生1111年來的辛勞與創意。年來的辛勞與創意。年來的辛勞與創意。年來的辛勞與創意。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11:0011:0011:0011:00將有開幕儀式，所有修課學生皆須參與。將有開幕儀式，所有修課學生皆須參與。將有開幕儀式，所有修課學生皆須參與。將有開幕儀式，所有修課學生皆須參與。12/912/912/912/9（三）（三）（三）（三）15.2015.2015.2015.20----18.0018.0018.0018.00舉舉舉舉行畢業行畢業行畢業行畢業
專題動態發表與閉幕式 （畢業專題動態發表專題動態發表與閉幕式 （畢業專題動態發表專題動態發表與閉幕式 （畢業專題動態發表專題動態發表與閉幕式 （畢業專題動態發表15.2015.2015.2015.20----17.20 17.20 17.20 17.20 求求求求真真真真樓二樓之樓二樓之樓二樓之樓二樓之7777間間間間教教教教室） 室） 室） 室） 
與閉幕式 與閉幕式 與閉幕式 與閉幕式 17.3017.3017.3017.30----18.0018.0018.0018.00公簡廳公簡廳公簡廳公簡廳))))。學生須根據分。學生須根據分。學生須根據分。學生須根據分派到派到派到派到的的的的組組組組別（別（別（別（依依依依專題主題與實際參專題主題與實際參專題主題與實際參專題主題與實際參加加加加
組組組組別別別別多寡多寡多寡多寡進行分進行分進行分進行分類類類類 ， ， ， ，109109109109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度預度預度預度預計分成計分成計分成計分成6666----7777組組組組）進行簡）進行簡）進行簡）進行簡報報報報發表，並發表，並發表，並發表，並邀請邀請邀請邀請評審評審評審評審((((每每每每組組組組別別別別
皆有皆有皆有皆有兩兩兩兩位評審位評審位評審位評審))))評分，選評分，選評分，選評分，選出四大類出四大類出四大類出四大類別（別（別（別（論論論論文，實務專題之文，實務專題之文，實務專題之文，實務專題之翻譯翻譯翻譯翻譯，實務專題之其他與交，實務專題之其他與交，實務專題之其他與交，實務專題之其他與交
換換換換實習）實習）實習）實習）中中中中每每每每類類類類別表別表別表別表現現現現表表表表現優異現優異現優異現優異者，者，者，者，予予予予以表以表以表以表揚揚揚揚與與與與頒頒頒頒獎獎獎獎。。。。

預期成效：

((((1)1)1)1)質化成效：質化成效：質化成效：質化成效：
1.1.1.1.課程設計於日課程設計於日課程設計於日課程設計於日四技四技四技四技三年三年三年三年級下級下級下級下學學學學期期期期開開開開始到四始到四始到四始到四年年年年級級級級上學上學上學上學期結束期結束期結束期結束，學生以，學生以，學生以，學生以1111年的時間與年的時間與年的時間與年的時間與指指指指
導導導導老老老老師師師師討論討論討論討論，，，，在這在這在這在這1111年年年年期期期期間，間，間，間，指指指指導導導導老老老老師師師師帶領且激帶領且激帶領且激帶領且激勵學生創意與勵學生創意與勵學生創意與勵學生創意與向向向向心力，共心力，共心力，共心力，共同完同完同完同完成畢業成畢業成畢業成畢業
專題計畫。專題計畫。專題計畫。專題計畫。
2.2.2.2.鼓鼓鼓鼓勵學生將畢業專題勵學生將畢業專題勵學生將畢業專題勵學生將畢業專題看看看看作個人成就展，展作個人成就展，展作個人成就展，展作個人成就展，展現現現現4444年學習成果。年學習成果。年學習成果。年學習成果。

(2)(2)(2)(2)量量量量化成效：化成效：化成效：化成效：
本系本系本系本系倡倡倡倡導「學導「學導「學導「學用用用用合流」合流」合流」合流」、、、、「「「「產產產產學學學學接軌接軌接軌接軌」發展目標，促」發展目標，促」發展目標，促」發展目標，促使使使使學生畢業專題能學生畢業專題能學生畢業專題能學生畢業專題能結結結結合專業合專業合專業合專業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與與與與在地思考在地思考在地思考在地思考。。。。為為為為勉勵學生勉勵學生勉勵學生勉勵學生這這這這1111年的創意與辛勞，本次年的創意與辛勞，本次年的創意與辛勞，本次年的創意與辛勞，本次活活活活動動動動獎獎獎獎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額額額額為為為為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9000900090009000元元元元，，，，
將於將於將於將於150150150150位學生位學生位學生位學生中中中中選選選選出優秀出優秀出優秀出優秀作品，並提供作品，並提供作品，並提供作品，並提供每每每每組組組組獎獎獎獎金金金金第第第第一名一名一名一名1000 1000 1000 1000 第第第第二名二名二名二名800 800 800 800 第第第第三名三名三名三名666600000000
元元元元。。。。
預期預期預期預期80808080%%%%學生能學生能學生能學生能從活從活從活從活動動動動中中中中培養培養培養培養獨立獨立獨立獨立作業能力作業能力作業能力作業能力及團隊及團隊及團隊及團隊合作精合作精合作精合作精神神神神，，，，溝通溝通溝通溝通協協協協調調調調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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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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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預估支出項目：

預算科目 說明 單價 數量/單位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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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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競賽競賽競賽獎獎獎獎((((勵勵勵勵))))金金金金 第第第第一名一名一名一名1000100010001000*4;*4;*4;*4;第第第第二名二名二名二名800800800800*4;*4;*4;*4;第第第第三名三名三名三名666600000000****3333 9999,,,,000.00000.00000.00000.00 1111／／／／批批批批 9999,,,,000000000000

印刷費印刷費印刷費印刷費 1111批批批批****2500250025002500 2222,,,,500.00500.00500.00500.00 1111／／／／批批批批 2222,,,,500500500500

餐餐餐餐飲飲飲飲費費費費 茶茶茶茶會會會會1111批批批批 10101010,,,,000.00000.00000.00000.00 1111／／／／批批批批 10101010,,,,000000000000

場場場場佈佈佈佈費費費費 海報海報海報海報////橫幅橫幅橫幅橫幅;;;;會會會會場擺場擺場擺場擺設設設設 8888,,,,500.00500.00500.00500.00 1111／／／／批批批批 8888,,,,500500500500

合計 30303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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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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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紹涵 承辦人 SEND 2020/11/20 16:43:22 2020/11/20 16:43:22 

2 吳麗英 承辦人單位主管 2020/11/20 16: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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