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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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 ) ) 

活動負責單

位：

■■■■主主主主辦辦辦辦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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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競賽競賽競賽

活動地點：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 □□□□校外校外校外校外至善樓至善樓至善樓至善樓16161616樓展演廳樓展演廳樓展演廳樓展演廳

活動時間：

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05   05   05   05   月 月 月 月 29   29   29   29   日 日 日 日 18   18   18   18   時 時 時 時 30   30   30   30   分分分分 至至至至

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05   05   05   05   月 月 月 月 29   29   29   29   日 日 日 日 22   22   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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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 0000 3333 2222

222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55555555 15151515 40404040 0000

Page 1 of 4

2020/11/20https://info.wzu.edu.tw/wtuc/zga_pro/zgt002_prt.jsp?res_id=1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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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06060 6060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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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2222

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

周伶瑛周伶瑛周伶瑛周伶瑛

（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敘敘敘敘述）：述）：述）：述）：

本學位學程透過展攤方式呈現。讓學生能從參展規劃、展前籌備、展攤設計、展品陳列、展本學位學程透過展攤方式呈現。讓學生能從參展規劃、展前籌備、展攤設計、展品陳列、展本學位學程透過展攤方式呈現。讓學生能從參展規劃、展前籌備、展攤設計、展品陳列、展本學位學程透過展攤方式呈現。讓學生能從參展規劃、展前籌備、展攤設計、展品陳列、展

場接待與商品講解等，各項實際操作中，呈現四年學習之成效。場接待與商品講解等，各項實際操作中，呈現四年學習之成效。場接待與商品講解等，各項實際操作中，呈現四年學習之成效。場接待與商品講解等，各項實際操作中，呈現四年學習之成效。

畢業專題預以分畢業專題預以分畢業專題預以分畢業專題預以分6666組以競賽方式呈現，分組以競賽方式呈現，分組以競賽方式呈現，分組以競賽方式呈現，分為為為為展攤設計、展攤行銷、行銷企劃及表達能力與禮儀展攤設計、展攤行銷、行銷企劃及表達能力與禮儀展攤設計、展攤行銷、行銷企劃及表達能力與禮儀展攤設計、展攤行銷、行銷企劃及表達能力與禮儀

四項，具體呈現學生在校四年期間各項學習成果，並計劃邀請四項，具體呈現學生在校四年期間各項學習成果，並計劃邀請四項，具體呈現學生在校四年期間各項學習成果，並計劃邀請四項，具體呈現學生在校四年期間各項學習成果，並計劃邀請2222位校外老師擔任評審委員，評位校外老師擔任評審委員，評位校外老師擔任評審委員，評位校外老師擔任評審委員，評

分結果從中選出前三名優秀作品以分結果從中選出前三名優秀作品以分結果從中選出前三名優秀作品以分結果從中選出前三名優秀作品以茲鼓勵茲鼓勵茲鼓勵茲鼓勵。。。。

預期成效： 實際成效： 成效檢討：

(1)(1)(1)(1)質化成效：提升質化成效：提升質化成效：提升質化成效：提升教教教教師實務能師實務能師實務能師實務能

力及力及力及力及教教教教學成效。學成效。學成效。學成效。

透過畢業專題透過畢業專題透過畢業專題透過畢業專題的的的的籌備與成果展籌備與成果展籌備與成果展籌備與成果展

現，培養學生現，培養學生現，培養學生現，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獨立思考獨立思考獨立思考與專題與專題與專題與專題寫寫寫寫

作能力、讓學生展現創作能力、讓學生展現創作能力、讓學生展現創作能力、讓學生展現創意意意意與創與創與創與創新新新新

之能力，並之能力，並之能力，並之能力，並且且且且讓學生讓學生讓學生讓學生綜綜綜綜合展合展合展合展示示示示觀觀觀觀

光與會展之光與會展之光與會展之光與會展之相關相關相關相關實務、實務、實務、實務、獨立獨立獨立獨立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和團隊和團隊和團隊和團隊合作之精合作之精合作之精合作之精神神神神。。。。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師實務能力及師實務能力及師實務能力及師實務能力及教教教教學成效。學成效。學成效。學成效。

透過畢業專題透過畢業專題透過畢業專題透過畢業專題的的的的籌備與成果展籌備與成果展籌備與成果展籌備與成果展

現，培養學生現，培養學生現，培養學生現，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獨立思考獨立思考獨立思考與專題與專題與專題與專題寫寫寫寫

作能力、讓學生展現創作能力、讓學生展現創作能力、讓學生展現創作能力、讓學生展現創意意意意與創與創與創與創新新新新

之能力，並之能力，並之能力，並之能力，並且且且且讓學生讓學生讓學生讓學生綜綜綜綜合展合展合展合展示示示示觀觀觀觀

光與會展之光與會展之光與會展之光與會展之相關相關相關相關實務、實務、實務、實務、獨立獨立獨立獨立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和團隊和團隊和團隊和團隊合作之精合作之精合作之精合作之精神神神神。。。。

本學位學程透過展攤競賽本學位學程透過展攤競賽本學位學程透過展攤競賽本學位學程透過展攤競賽的的的的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於於於於109109109109年年年年5555月月月月29292929日日日日舉舉舉舉辦辦辦辦畢業專畢業專畢業專畢業專

題成果呈現，邀請題成果呈現，邀請題成果呈現，邀請題成果呈現，邀請樹樹樹樹德德德德科技大科技大科技大科技大學學學學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會展行銷與活動管會展行銷與活動管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錢理系錢理系錢理系錢士士士士謙謙謙謙老老老老

師，高師，高師，高師，高雄科技大雄科技大雄科技大雄科技大學觀光管學觀光管學觀光管學觀光管理系蔡理系蔡理系蔡理系蔡

長長長長清清清清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兩兩兩兩位校外委員擔任評位校外委員擔任評位校外委員擔任評位校外委員擔任評

審，並審，並審，並審，並於於於於本校本校本校本校16161616樓展演廳進行競樓展演廳進行競樓展演廳進行競樓展演廳進行競

賽。賽。賽。賽。

本學位學程本學位學程本學位學程本學位學程運用運用運用運用實際進行展攤呈實際進行展攤呈實際進行展攤呈實際進行展攤呈

現現現現的模的模的模的模式，讓學生體式，讓學生體式，讓學生體式，讓學生體驗近驗近驗近驗近年年年年崛起崛起崛起崛起

各式各各式各各式各各式各樣樣樣樣展展展展覽覽覽覽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例如旅遊例如旅遊例如旅遊例如旅遊

展、展、展、展、遊艇遊艇遊艇遊艇展、展、展、展、機械機械機械機械展等，以展等，以展等，以展等，以利利利利學學學學

生畢業生畢業生畢業生畢業後後後後能能能能對綜對綜對綜對綜合展合展合展合展示示示示觀光與會觀光與會觀光與會觀光與會

展展展展相關相關相關相關實務，實務，實務，實務，有相當的有相當的有相當的有相當的經經經經驗驗驗驗，本，本，本，本

此此此此主題主題主題主題為為為為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用用用用品。品。品。品。

(2)(2)(2)(2)量量量量化成效：共計化成效：共計化成效：共計化成效：共計有有有有6666位老師參位老師參位老師參位老師參

加。加。加。加。

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三四年三四年三四年三四年級級級級學生參與學生參與學生參與學生參與約約約約100100100100位位位位

學生參與。學生參與。學生參與。學生參與。

本學位學程本學位學程本學位學程本學位學程於於於於109109109109年年年年5555月月月月29292929日日日日((((星星星星

期期期期五五五五))))19191919::::30303030進行競賽審進行競賽審進行競賽審進行競賽審查查查查。師生。師生。師生。師生

共共共共有有有有60606060位參加。位參加。位參加。位參加。六六六六組競賽，組競賽，組競賽，組競賽，取取取取前前前前

三名。三名。三名。三名。第第第第一名一名一名一名為為為為海昌隱形眼鏡海昌隱形眼鏡海昌隱形眼鏡海昌隱形眼鏡、、、、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名名名名為為為為OsimOsimOsimOsim及及及及第第第第三名三名三名三名為為為為

GogoroGogoroGogoroGogoro。。。。

因因因因應應應應疫情的關係疫情的關係疫情的關係疫情的關係，本次活動並，本次活動並，本次活動並，本次活動並無無無無

邀請一邀請一邀請一邀請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級級級級學生參加。學生參加。學生參加。學生參加。

(3)(3)(3)(3)活動成效 活動成效 活動成效 活動成效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列表列表列表列表

項

次

文件

類別

文件說明 檔案名稱

1111
企劃企劃企劃企劃書網路連書網路連書網路連書網路連

結結結結....pdfpdfpdfpdf    

1096109610961096777700002000020000200002畢展畢展畢展畢展簽簽簽簽

Page 2 of 4

2020/11/20https://info.wzu.edu.tw/wtuc/zga_pro/zgt002_prt.jsp?res_id=10262



2222 呈呈呈呈....pdfpdfpdfpdf    

3333

2020529202052920205292020529畢業專題畢業專題畢業專題畢業專題----展展展展

攤活動攤活動攤活動攤活動

____200624200624200624200624____0038003800380038.jpg.jpg.jpg.jpg    

4444

2020529202052920205292020529畢業專題畢業專題畢業專題畢業專題----展展展展

攤活動攤活動攤活動攤活動

____200624200624200624200624____0089008900890089.jpg.jpg.jpg.jpg    

5555

2020529202052920205292020529畢業專題畢業專題畢業專題畢業專題----展展展展

攤活動攤活動攤活動攤活動

____200624200624200624200624____0086008600860086.jpg.jpg.jpg.jpg    

6666

2020529202052920205292020529畢業專題畢業專題畢業專題畢業專題----展展展展

攤活動攤活動攤活動攤活動

____200624200624200624200624____0000000077772222.jpg.jpg.jpg.jpg    

7777

2020529202052920205292020529畢業專題畢業專題畢業專題畢業專題----展展展展

攤活動攤活動攤活動攤活動

____200624200624200624200624____0002000200020002.jpg.jpg.jpg.jpg    

活動建活動建活動建活動建議議議議：：：：

1111....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非非非非常常常常盡盡盡盡心心心心布置布置布置布置，，，，唯唯唯唯展出時間過展出時間過展出時間過展出時間過短短短短，，，，甚甚甚甚為為為為可惜可惜可惜可惜。。。。

2222....本本本本是因有是因有是因有是因有流程，流程，流程，流程，非非非非常常常常順暢順暢順暢順暢。。。。

18181818::::30303030~~~~19191919::::30 30 30 30 場場場場佈佈佈佈及演及演及演及演練練練練

19191919::::30303030~~~~19191919::::40 40 40 40 長長長長官致詞官致詞官致詞官致詞

19191919::::40404040~~~~20202020::::30 30 30 30 畢業專題展畢業專題展畢業專題展畢業專題展示示示示及評分及評分及評分及評分

20202020::::30303030~~~~20202020::::40 40 40 40 委員講評委員講評委員講評委員講評

20202020::::40404040~~~~22222222::::00 00 00 00 撤撤撤撤展展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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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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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222----1111展攤展攤展攤展攤費費費費----6666組組組組

設計設計設計設計費費費費及場及場及場及場佈佈佈佈費費費費
18181818,,,,000000000000 0000 18181818,,,,000000000000 18181818,,,,000000000000 0000

1111----2222----1111工作工作工作工作費費費費----展展展展 2222,,,,000000000000 0000 2222,,,,000000000000 2222,,,,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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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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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架版架版架版架設設設設費費費費

1111----2222----1111評審評審評審評審費費費費----2222位位位位

校外人員校外人員校外人員校外人員
4444,,,,000000000000 0000 4444,,,,000000000000 4444,,,,000000000000 0000

補充補充補充補充保保保保費費費費----((((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費費費費++++評審評審評審評審費費費費))))

****0000....0191019101910191

115115115115 0000 115115115115 115115115115 0000

競賽競賽競賽競賽獎獎獎獎金金金金----第第第第1111名名名名

2000200020002000元元元元，，，，第第第第2222名名名名

1500150015001500元元元元，，，，第第第第3333名名名名

1000100010001000元元元元

4444,,,,500500500500 0000 4444,,,,500500500500 4444,,,,500500500500 0000

雜費雜費雜費雜費----餐費餐費餐費餐費、、、、紅布紅布紅布紅布

條條條條等等等等耗材耗材耗材耗材
1111,,,,385385385385 0000 1111,,,,385385385385 1111,,,,385385385385 0000

合 計 30,000 0 30,000 3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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