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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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1111----2)Our Town 2)Our Town 2)Our Town 2)Our Town 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平台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平台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平台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平台

計畫負責單

位：

■■■■主主主主辦辦辦辦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暨暨暨暨國際學院國際學院國際學院國際學院

■■■■合合合合辦辦辦辦／協／協／協／協

辦辦辦辦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英文系、翻譯系、國事系、國企管系、英語英文系、翻譯系、國事系、國企管系、英語英文系、翻譯系、國事系、國企管系、英語英文系、翻譯系、國事系、國企管系、英語教教教教學中心、學中心、學中心、學中心、研研研研發處發處發處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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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研研研發處發處發處發處USRUSRUSRUSR辦辦辦辦公室公室公室公室(USR HUB)(USR HUB)(USR HUB)(USR HUB)

4444----1111文藻文藻文藻文藻USR USR USR USR 院系齊放院系齊放院系齊放院系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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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計畫地點：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

■■■■校外校外校外校外USRUSRUSRUSR合作社區 南部地區合作社區 南部地區合作社區 南部地區合作社區 南部地區

計畫時間：

109   109   109   109   年 年 年 年 01   0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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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2   12   12   月 月 月 月 10   10   10   10   日 日 日 日 17   17   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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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67567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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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12121212

（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敘敘敘敘述）：述）：述）：述）：

為為為為解決城解決城解決城解決城鄉鄉鄉鄉發展失衡問題，我國政府參考日本推動地方創生政策，並訂定發展失衡問題，我國政府參考日本推動地方創生政策，並訂定發展失衡問題，我國政府參考日本推動地方創生政策，並訂定發展失衡問題，我國政府參考日本推動地方創生政策，並訂定108108108108年年年年為為為為台台台台

灣地方創生元年。其中日本偏灣地方創生元年。其中日本偏灣地方創生元年。其中日本偏灣地方創生元年。其中日本偏鄉鄉鄉鄉社區地方創生成功案例中，以在地社區民社區地方創生成功案例中，以在地社區民社區地方創生成功案例中，以在地社區民社區地方創生成功案例中，以在地社區民眾眾眾眾協助旅客協助旅客協助旅客協助旅客

感受當地的文化的在地體驗旅遊模式，不感受當地的文化的在地體驗旅遊模式，不感受當地的文化的在地體驗旅遊模式，不感受當地的文化的在地體驗旅遊模式，不僅活僅活僅活僅活化當地的經化當地的經化當地的經化當地的經濟濟濟濟，，，，同同同同時時時時吸引吸引吸引吸引青青青青年就業，年就業，年就業，年就業，也也也也
被視被視被視被視為為為為解決偏解決偏解決偏解決偏鄉鄉鄉鄉人人人人口老口老口老口老化問題。化問題。化問題。化問題。數數數數位時位時位時位時代線上報代線上報代線上報代線上報導深導深導深導深入入入入在地的體驗旅遊在地的體驗旅遊在地的體驗旅遊在地的體驗旅遊新新新新創創創創商機商機商機商機。。。。根根根根
據線上據線上據線上據線上訂訂訂訂房網站房網站房網站房網站BooBooBooBookikikikinnnng.cg.cg.cg.coooommmm所所所所發發發發布布布布的的的的《《《《2019201920192019年年年年8888大大大大旅遊旅遊旅遊旅遊趨勢》所趨勢》所趨勢》所趨勢》所述，述，述，述，將近將近將近將近60606060％％％％的旅客的旅客的旅客的旅客

認認認認為為為為，旅遊體驗，旅遊體驗，旅遊體驗，旅遊體驗比物比物比物比物質質質質享享享享受受受受更重更重更重更重要。要。要。要。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的進展與的進展與的進展與的進展與觀光趨勢觀光趨勢觀光趨勢觀光趨勢的的的的轉變轉變轉變轉變，，，，讓讓讓讓深深深深度度度度體驗體驗體驗體驗變得變得變得變得
更加更加更加更加方方方方便便便便，例，例，例，例如如如如國際旅遊體驗平台國際旅遊體驗平台國際旅遊體驗平台國際旅遊體驗平台KKdayKKdayKKdayKKday、、、、KlKlKlKlooooooookkkk、、、、泰泰泰泰國國國國著著著著名偏名偏名偏名偏鄉鄉鄉鄉社區深社區深社區深社區深度度度度體驗旅遊平體驗旅遊平體驗旅遊平體驗旅遊平

台台台台LLLLoooocalcalcalcal    alikealikealikealike，以，以，以，以及及及及力推體驗旅遊的力推體驗旅遊的力推體驗旅遊的力推體驗旅遊的AAAAiiiirrrrbbbbnnnnbbbb。。。。

本院師生本院師生本院師生本院師生執執執執行行行行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及及及及產產產產學合作計畫，與南台灣城學合作計畫，與南台灣城學合作計畫，與南台灣城學合作計畫，與南台灣城鄉鄉鄉鄉社區單位社區單位社區單位社區單位已已已已建建建建立良好立良好立良好立良好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其中，其中，其中，其中近近近近年年年年來來來來與與與與西子西子西子西子灣灣灣灣教教教教育基育基育基育基金金金金會協助勞動部勞動力發展會協助勞動部勞動力發展會協助勞動部勞動力發展會協助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署署署輔導社區輔導社區輔導社區輔導社區多多多多元培力計元培力計元培力計元培力計

畫單位文宣畫單位文宣畫單位文宣畫單位文宣資料資料資料資料翻譯、翻譯、翻譯、翻譯、影片影片影片影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配音配音配音配音與與與與後製後製後製後製、國際化輔導、國際化輔導、國際化輔導、國際化輔導等等等等產產產產學合作計畫，發學合作計畫，發學合作計畫，發學合作計畫，發現現現現社區社區社區社區

特色單位特色單位特色單位特色單位所所所所設計社區深設計社區深設計社區深設計社區深度度度度體驗遊程，體驗遊程，體驗遊程，體驗遊程，對對對對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在地文化、保護在地文化、保護在地文化、保護在地文化、保護自然自然自然自然生生生生態態態態、以、以、以、以及倡議及倡議及倡議及倡議協助協助協助協助

解決偏解決偏解決偏解決偏鄉鄉鄉鄉發展發展發展發展極具重極具重極具重極具重要要要要性性性性，，，，亟需亟需亟需亟需發展與國際體驗旅遊平台合作推發展與國際體驗旅遊平台合作推發展與國際體驗旅遊平台合作推發展與國際體驗旅遊平台合作推廣廣廣廣社區單位特色。社區單位特色。社區單位特色。社區單位特色。

2222....    （（（（二二二二）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執執執執行構行構行構行構想想想想：：：：

1111....    執執執執行行行行團隊團隊團隊團隊
將結將結將結將結合翻譯會展中心，社會創業社合翻譯會展中心，社會創業社合翻譯會展中心，社會創業社合翻譯會展中心，社會創業社群群群群，，，，由由由由英語英語英語英語暨暨暨暨國際學院師生國際學院師生國際學院師生國際學院師生組組組組成成成成跨跨跨跨系系系系執執執執行行行行團隊團隊團隊團隊。參。參。參。參

與與與與教教教教師師師師包括盧美妃包括盧美妃包括盧美妃包括盧美妃、、、、翁翁翁翁一一一一珍珍珍珍、、、、蔡振義蔡振義蔡振義蔡振義、、、、林林林林一成、一成、一成、一成、林林林林建建建建宏宏宏宏、、、、黃黃黃黃育文、育文、育文、育文、賴琦瑾老賴琦瑾老賴琦瑾老賴琦瑾老師。師。師。師。

2222....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架架架架構與構與構與構與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1) 1) 1) 1) 與各社區單位合作，與各社區單位合作，與各社區單位合作，與各社區單位合作，鏈結鏈結鏈結鏈結地區體驗遊程地區體驗遊程地區體驗遊程地區體驗遊程活活活活動，動，動，動，藉由藉由藉由藉由創創創創新新新新旅遊旅遊旅遊旅遊路線路線路線路線設計、人設計、人設計、人設計、人才才才才培培培培訓訓訓訓
及及及及社區社區社區社區關懷關懷關懷關懷，進一，進一，進一，進一步步步步發展行發展行發展行發展行銷銷銷銷行動方案。行動方案。行動方案。行動方案。

((((2) 2) 2) 2) 建建建建置置置置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實習平台，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實習平台，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實習平台，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實習平台，帶領帶領帶領帶領師生、師生、師生、師生、教教教教職員職員職員職員及及及及校外人士校外人士校外人士校外人士關懷關懷關懷關懷社區，並社區，並社區，並社區，並規規規規
劃劃劃劃平台平台平台平台吸引更多吸引更多吸引更多吸引更多外國的外國的外國的外國的背包背包背包背包客、企業客、企業客、企業客、企業團團團團體旅遊體旅遊體旅遊體旅遊等等等等進進進進入入入入社區，體驗不社區，體驗不社區，體驗不社區，體驗不同同同同的在地的在地的在地的在地風情及風情及風情及風情及人人人人

文特色。文特色。文特色。文特色。

((((3333) ) ) ) 結結結結合本校合本校合本校合本校FFFFuuuutttturururureeee    WWWWororororkkkk    LabLabLabLab計畫，與社區成功國際行計畫，與社區成功國際行計畫，與社區成功國際行計畫，與社區成功國際行銷銷銷銷單位合作，單位合作，單位合作，單位合作，辦辦辦辦理理理理提升師生提升師生提升師生提升師生

實務能力實務能力實務能力實務能力研研研研習，提習，提習，提習，提供供供供學生實習學生實習學生實習學生實習機機機機會與共會與共會與共會與共同開同開同開同開發實務發實務發實務發實務教教教教材材材材。。。。

((((4) 4) 4) 4) 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在地社區特色在地社區特色在地社區特色在地社區特色產產產產品品品品及及及及體驗遊程展體驗遊程展體驗遊程展體驗遊程展售活售活售活售活動，動，動，動，辦辦辦辦理理理理3333場關注場關注場關注場關注社區社區社區社區產產產產業發展展業發展展業發展展業發展展售活售活售活售活
動。動。動。動。

((((5) 5) 5) 5) 開開開開設設設設微型微型微型微型課程，課程，課程，課程，亦結亦結亦結亦結合合合合畢畢畢畢業專題、實習業專題、實習業專題、實習業專題、實習及及及及其他課程，其他課程，其他課程，其他課程，擴大擴大擴大擴大師生參與在地社區特色師生參與在地社區特色師生參與在地社區特色師生參與在地社區特色

推推推推廣廣廣廣計畫。成計畫。成計畫。成計畫。成立立立立師生社區國際推師生社區國際推師生社區國際推師生社區國際推廣廣廣廣社社社社群群群群，，，，結結結結合合合合可可可可參與社區體驗遊程課程參與社區體驗遊程課程參與社區體驗遊程課程參與社區體驗遊程課程教教教教師。師。師。師。邀請邀請邀請邀請國國國國

際推動社區成功案例專際推動社區成功案例專際推動社區成功案例專際推動社區成功案例專家家家家講者分講者分講者分講者分享享享享，，，，組組組組成專成專成專成專責責責責師生師生師生師生團隊團隊團隊團隊。。。。

((((6) 6) 6) 6) 與日本與日本與日本與日本及泰及泰及泰及泰國國國國大大大大學進行學進行學進行學進行跨跨跨跨國社區發展國社區發展國社區發展國社區發展教教教教學與學與學與學與研研研研究合作，究合作，究合作，究合作，包括包括包括包括進行國外偏進行國外偏進行國外偏進行國外偏鄉鄉鄉鄉社區體社區體社區體社區體

驗平台驗平台驗平台驗平台研研研研習，偏習，偏習，偏習，偏鄉鄉鄉鄉社區社會創社區社會創社區社會創社區社會創新新新新研研研研究，以提升師生國際究，以提升師生國際究，以提升師生國際究，以提升師生國際移移移移動能力與動能力與動能力與動能力與產產產產出出出出。。。。

3.3.3.3.    執執執執行策略與方行策略與方行策略與方行策略與方法法法法： ： ： ： 

除預除預除預除預計計計計規劃開規劃開規劃開規劃開設設設設微型微型微型微型課程外，列課程外，列課程外，列課程外，列入入入入社區體驗遊程設計與體驗遊程實作，與社區單位共社區體驗遊程設計與體驗遊程實作，與社區單位共社區體驗遊程設計與體驗遊程實作，與社區單位共社區體驗遊程設計與體驗遊程實作，與社區單位共

同同同同進行創進行創進行創進行創意意意意體驗遊程體驗遊程體驗遊程體驗遊程規劃規劃規劃規劃，，，，期期期期能展能展能展能展開開開開與各社區單位長與各社區單位長與各社區單位長與各社區單位長期持續期持續期持續期持續經營特色體驗遊程。合作經營特色體驗遊程。合作經營特色體驗遊程。合作經營特色體驗遊程。合作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包括舊包括舊包括舊包括舊城文化協會、城文化協會、城文化協會、城文化協會、佳冬佳冬佳冬佳冬文文文文史史史史協會、協會、協會、協會、美濃田野美濃田野美濃田野美濃田野學會、高學會、高學會、高學會、高樹新樹新樹新樹新豐豐豐豐休閒農休閒農休閒農休閒農業區、業區、業區、業區、馬馬馬馬卡卡卡卡
道道道道導導導導覽覽覽覽協會、協會、協會、協會、仕仕仕仕安合作社安合作社安合作社安合作社等等等等。。。。

((((1)1)1)1)質化成效：質化成效：質化成效：質化成效：

1111....    結結結結合課程與社區合作進行合課程與社區合作進行合課程與社區合作進行合課程與社區合作進行規規規規畫全英文社區體驗遊程與營畫全英文社區體驗遊程與營畫全英文社區體驗遊程與營畫全英文社區體驗遊程與營隊活隊活隊活隊活動，動，動，動，除除除除協助社區國際協助社區國際協助社區國際協助社區國際

化外，化外，化外，化外，使使使使參與者能以外語宣參與者能以外語宣參與者能以外語宣參與者能以外語宣傳傳傳傳在地社區發展特色。在地社區發展特色。在地社區發展特色。在地社區發展特色。

2222....    建建建建置置置置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實習平台，與業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實習平台，與業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實習平台，與業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實習平台，與業界及界及界及界及社區合作，提升實務社區合作，提升實務社區合作，提升實務社區合作，提升實務教教教教學與學習。學與學習。學與學習。學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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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效：

3.3.3.3.    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師生實務師生實務師生實務師生實務研研研研習，提升實務習，提升實務習，提升實務習，提升實務教教教教學與學習。學與學習。學與學習。學與學習。

4444....    辦辦辦辦理理理理遊程與營遊程與營遊程與營遊程與營隊活隊活隊活隊活動，提動，提動，提動，提供供供供學生實習學生實習學生實習學生實習機機機機會。會。會。會。

5555....    開開開開發實務發實務發實務發實務教教教教材材材材，，，，預預預預計計計計完完完完成社區特色英文成社區特色英文成社區特色英文成社區特色英文教教教教材材材材。。。。

6666....    辦辦辦辦理理理理社區特色展社區特色展社區特色展社區特色展售活售活售活售活動，動，動，動，強強強強化校化校化校化校內內內內師生師生師生師生關懷關懷關懷關懷社區社區社區社區意識意識意識意識與與與與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知能。知能。知能。知能。

7777....    預預預預計計計計規劃規劃規劃規劃一門一門一門一門微型微型微型微型課程，培課程，培課程，培課程，培訓訓訓訓社區體驗遊程導社區體驗遊程導社區體驗遊程導社區體驗遊程導覽覽覽覽與營與營與營與營隊規劃隊規劃隊規劃隊規劃人人人人才才才才。。。。

8888....    跨跨跨跨國社區發展國社區發展國社區發展國社區發展教教教教學與學與學與學與研研研研究合作與交流。究合作與交流。究合作與交流。究合作與交流。

(2)(2)(2)(2)量量量量化成效：化成效：化成效：化成效：

1111....    結結結結合課程與社區合作進行合課程與社區合作進行合課程與社區合作進行合課程與社區合作進行規規規規畫全英文社區體驗遊程與營畫全英文社區體驗遊程與營畫全英文社區體驗遊程與營畫全英文社區體驗遊程與營隊活隊活隊活隊活動至少動至少動至少動至少5555場場場場。。。。

2222....    建建建建置置置置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實習平台，與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實習平台，與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實習平台，與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實習平台，與5555家相關家相關家相關家相關業者業者業者業者及及及及社區單位合作。社區單位合作。社區單位合作。社區單位合作。

3.3.3.3.    辦辦辦辦理理理理3333場場場場師生實務師生實務師生實務師生實務研研研研習，提升實務習，提升實務習，提升實務習，提升實務教教教教學與學習。學與學習。學與學習。學與學習。

4444....    辦辦辦辦理理理理2222次營次營次營次營隊活隊活隊活隊活動，提動，提動，提動，提供供供供學生實習學生實習學生實習學生實習機機機機會。會。會。會。

5555....    開開開開發實務發實務發實務發實務教教教教材材材材，，，，預預預預計計計計完完完完成至少成至少成至少成至少5555份份份份社區特色英文社區特色英文社區特色英文社區特色英文教教教教材材材材。。。。

6666....    辦辦辦辦理理理理3333場場場場社區特色展社區特色展社區特色展社區特色展售活售活售活售活動，動，動，動，強強強強化校化校化校化校內內內內師生師生師生師生關懷關懷關懷關懷社區社區社區社區意識意識意識意識與與與與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知能。知能。知能。知能。

7777....    預預預預計計計計規劃規劃規劃規劃1111門門門門微型微型微型微型課程，培課程，培課程，培課程，培訓訓訓訓社區體驗遊程導社區體驗遊程導社區體驗遊程導社區體驗遊程導覽覽覽覽與營與營與營與營隊規劃隊規劃隊規劃隊規劃人人人人才才才才。。。。

8888....    與與與與泰泰泰泰國國國國及及及及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大大大大學合作進行學合作進行學合作進行學合作進行2222次交流與次交流與次交流與次交流與1111件跨件跨件跨件跨國合作國合作國合作國合作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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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650650650,,,,000000000000 650650650650,,,,000000000000

參加人員繳費 0000

單位自籌 0000

其他補助

0000

合計 650650650650,,,,000000000000

(二)預估支出項目：

預算科目 說明 單價 數量/單位 金額

4444----1111----2222五五五五社區社區社區社區

共共共共同授同授同授同授課課課課
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列列列列預估預估預估預估表表表表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 61616161,,,,146146146146....00000000 1111／式／式／式／式 61616161,,,,146146146146

4444----1111----2222社區遊社區遊社區遊社區遊

程程程程盤點盤點盤點盤點實作實作實作實作
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列列列列預估預估預估預估表表表表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 188188188188,,,,854854854854....00000000 1111／式／式／式／式 188188188188,,,,854854854854

4444----1111----2222特色特色特色特色產產產產
業業業業商商商商品展品展品展品展售售售售

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列列列列預估預估預估預估表表表表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 90909090,,,,000000000000....00000000 1111／式／式／式／式 90909090,,,,000000000000

4444----1111----2222共時共時共時共時微微微微
型型型型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列列列列預估預估預估預估表表表表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 47474747,,,,021021021021....00000000 1111／式／式／式／式 47474747,,,,021021021021

4444----1111----2222實作遊實作遊實作遊實作遊

程程程程
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列列列列預估預估預估預估表表表表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 52525252,,,,979979979979....00000000 1111／式／式／式／式 52525252,,,,979979979979

4444----1111----2222師生社師生社師生社師生社 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列列列列預估預估預估預估表表表表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 40404040,,,,000000000000....00000000 1111／式／式／式／式 4040404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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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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群群群研研研研習與會習與會習與會習與會議議議議

4444----1111----2222外語人外語人外語人外語人

文創文創文創文創意意意意實實實實踐踐踐踐營營營營

((((與社區合與社區合與社區合與社區合辦辦辦辦))))

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列列列列預估預估預估預估表表表表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 60606060,,,,000000000000....00000000 1111／式／式／式／式 60606060,,,,000000000000

4444----1111----2222外語體外語體外語體外語體

驗遊程平台驗遊程平台驗遊程平台驗遊程平台費費費費
用用用用

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列列列列預估預估預估預估表表表表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 80808080,,,,000000000000....00000000 1111／式／式／式／式 80808080,,,,000000000000

4444----1111----2222遊程宣遊程宣遊程宣遊程宣

傳傳傳傳專專專專車車車車保保保保險險險險稅稅稅稅
金金金金驗驗驗驗車車車車

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費用明細編列列列列預估預估預估預估表表表表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 333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111／式／式／式／式 33330000,,,,000000000000

合計 650650650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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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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