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學校申請總表壹、學校申請總表

    (一)職場體驗(A)

編號 學制科別 年
級

學生
人數
(男/女)

原住民 實習課程名稱
職場體驗/
業界實習
廠家名稱

核定
經費額度

執行
經費額度

辦理
年度

A1 專業群科-日間部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一 76

(30/46) 0 餐旅概論 金桔農莊 33,000 25,840 107

A2 專業群科-日間部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二 76

(23/53) 0 飲料與調酒 谷泉咖啡莊園 33,000 25,840 107

A6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一 76

(20/56) 1 基本設計Ⅰ 台灣創意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台糖公司-糖福印刷創意館 34,800 26,966 107

A7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二 144

(30/114) 0 國際貿易實務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67,500 54,660 107

A17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二 71

(41/30) 0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程式設計 智崴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700 21,785 107

合計參加學生人數 (A)(男/女) 443(144/299) 1 合計經費 195,000 155,091  



    (二)業界實習(B)

編號 學制科別 年
級

學生
人數
(男/女)

原住民 實習課程名稱
職場體驗/
業界實習
廠家名稱

核定
經費額度

執行
經費額度

辦理
年度

B1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二 20

(5/15) 0 門市服務實務/行銷實務 合慶文具圖書有限公司 56,000 41,500 107

B2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二 20

(7/13) 0 計算機概論 三佑科技有限公司 56,000 53,575 107

合計參加學生人數 (B)(男/女) 40(12/28) 0 合計經費 112,000 95,075  
合計參加學生總人數 (A) + (B)(男/女) 483(156/327) 1 合計總經費 307,000 250,166  



貳、各場次成果報告貳、各場次成果報告

    (一)職場體驗執行成果表
        1. 職場體驗(A1)
辦理
計畫 編號 學制科別 年級 學生人數 

(男/女) 課程名稱 辦理
年度

申報
計畫 A1 專業群科-日間部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一年級 76

(30/46) 餐旅概論 107
實際
辦理 A1 專業群科-日間部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一年級 76

(30/46) 餐旅概論 107

申報計畫 實際辦理

廠商名稱 地點 計畫
天數 廠商名稱 地點 辦理

天數
辦理
日期

金桔農莊 嘉義縣 1天 金桔農莊 嘉義縣 1天 2018-10-03

本班是否同時申辦就業導向專班 是        否

經費執行情形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經費項目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經費溢餘/短缺原因敘述
交通費(租車費) 22,000 16,000 依車輛租賃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偏遠地區學校交通費 0 0 無
膳費 6,080 6,08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教師雜費 800 8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業界指導費 0 0 無

保險費(學生或業界) 3,800 2,66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雜支 320 3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總計 33,000 25,840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學習職場技能，熟悉就業環境，使學生了解就業需求與產業發展。
2.學生透過產業文化館導覽，建立對舊物創新意的復古情感。
3.學生清楚認識金棗與金桔的不同。
4.學生透過認識金桔與實際操作，喜愛製作金桔果醬。
5.學生能了解金桔農莊品牌塑造及其運用的行銷手法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金桔農莊成果彙總

佐證照片

金桔農莊大合照 豐碩的金桔果醬成品

教師姓名 盧玉珍 聯絡電話 (06)261-7123#826
Email alu@mail.tncvs.tn.edu.tw 手機 0982-781-456



        2. 職場體驗(A2)
辦理
計畫 編號 學制科別 年級 學生人數 

(男/女) 課程名稱 辦理
年度

申報
計畫 A2 專業群科-日間部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二年級 76

(23/53) 飲料與調酒 107
實際
辦理 A2 專業群科-日間部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二年級 76

(23/53) 飲料與調酒 107

申報計畫 實際辦理

廠商名稱 地點 計畫
天數 廠商名稱 地點 辦理

天數
辦理
日期

谷泉咖啡莊園 雲林縣 1天 谷泉咖啡莊園 雲林縣 1天 2018-11-14

本班是否同時申辦就業導向專班 是        否

經費執行情形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經費項目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經費溢餘/短缺原因敘述
交通費(租車費) 22,000 16,000 依車輛實際租賃情形核實支付

偏遠地區學校交通費 0 0 無
膳費 6,080 6,08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教師雜費 800 8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業界指導費 0 0 無

保險費(學生或業界) 3,800 2,66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雜支 320 3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總計 33,000 25,840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與咖啡農莊合作，使學生熟悉職場環境，了解餐飲就業技能。
2.透過產業專門技術人才，協同教師指導學生使學生了解產業動態及發展。
3.學習台灣飲料文化、如咖啡、蜂蜜等。
4.了解谷泉咖啡行銷方式、創造話題，懂得如何進行利基行銷。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谷泉咖啡莊園成果彙總

佐證照片

烘豆我最行 咖啡豆成品

教師姓名 盧玉珍 聯絡電話 (06)261-7123#826
Email alu@mail.tncvs.tn.edu.tw 手機 0982-781-456



        3. 職場體驗(A6)
辦理
計畫 編號 學制科別 年級 學生人數 

(男/女) 課程名稱 辦理
年度

申報
計畫 A6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一年級 80

(20/60) 基本設計Ⅰ 107
實際
辦理 A6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一年級 76

(20/56) 基本設計Ⅰ 107

申報計畫 實際辦理

廠商名稱 地點 計畫
天數 廠商名稱 地點 辦理

天數
辦理
日期

台灣創意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1天 台灣創意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1天 2018-11-23
台糖公司-糖福印刷創意館 臺南市 台糖公司-糖福印刷創意館 臺南市

本班是否同時申辦就業導向專班 是        否

經費執行情形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經費項目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經費溢餘/短缺原因敘述
交通費(租車費) 20,000 14,000 依車輛實際租賃情形核實支付

偏遠地區學校交通費 0 0 無
膳費 6,400 6,08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教師雜費 800 8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業界指導費 1,600 1,6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保險費(學生或業界) 4,000 2,691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雜支 2,000 1,795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總計 34,800 26,966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透過實際參訪創意金屬公司，並由公司派員先幫學生介紹金屬創意商品的開發與製作，並帶領學生直接參觀工廠生
產情形。
2.透過參訪糖福印刷創意館，並由公司派員先幫學生解說傳統印刷工藝與印刷產業的興衰，讓學生體驗正體字之美，
發揮正體字優勢，強化師生對文字造形之創作與應用。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職場體驗公文
2. 職場體驗問卷調查統計
3. 學生參觀心得

佐證照片

糖福印刷實作體驗 金屬創意館導覽

教師姓名 孫聖和 聯絡電話 (06)261-7123#827
Email shenher@mail.tncvs.tn.edu.tw 手機 0963-206-713



        4. 職場體驗(A7)
辦理
計畫 編號 學制科別 年級 學生人數 

(男/女) 課程名稱 辦理
年度

申報
計畫 A7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二年級 152

(34/118) 國際貿易實務 107
實際
辦理 A7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二年級 144

(30/114) 國際貿易實務 107

申報計畫 實際辦理

廠商名稱 地點 計畫
天數 廠商名稱 地點 辦理

天數
辦理
日期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高雄市 1天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高雄市 1天 2018-11-14

本班是否同時申辦就業導向專班 是        否

經費執行情形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經費項目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經費溢餘/短缺原因敘述
交通費(租車費) 44,000 36,000 依車輛實際租賃情形核實支付

偏遠地區學校交通費 0 0 無
膳費 12,160 11,52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教師雜費 1,600 1,6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業界指導費 1,600 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保險費(學生或業界) 7,600 5,04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雜支 540 5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總計 67,500 54,660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由專人帶領學生進行碼頭導覽，建立學生對進出口貨櫃吊掛作業概念。
2.由物流公司專人講解，說明貨物包裝、嘜頭設計、貨物裝櫃等實務操作情形。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計畫執行順利，無建議事項。

計畫佐證資料
1. 簽呈
2. 職場體驗參訪心得
3. 職場體驗參訪問卷分析

佐證照片

海關人員解說碼頭作業情形 物流公司人員解說貨櫃封條功能

教師姓名 李盈穎 聯絡電話 (06)261-7123#823
Email yining@mail.tncvs.tn.edu.tw 手機



        5. 職場體驗(A17)
辦理
計畫 編號 學制科別 年級 學生人數 

(男/女) 課程名稱 辦理
年度

申報
計畫 A17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二年級 75

(40/35)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程式設計 107
實際
辦理 A17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二年級 71

(41/30)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程式設計 107

申報計畫 實際辦理

廠商名稱 地點 計畫
天數 廠商名稱 地點 辦理

天數
辦理
日期

智崴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1天 智崴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1天 2018-11-14

本班是否同時申辦就業導向專班 是        否

經費執行情形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經費項目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經費溢餘/短缺原因敘述
交通費(租車費) 20,000 18,000 依車輛實際租賃情形核實支付

偏遠地區學校交通費 0 0 無
膳費 0 0 無

教師雜費 800 8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業界指導費 1,600 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保險費(學生或業界) 3,750 2,485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雜支 550 5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總計 26,700 21,785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由智崴科技公司派專人帶領學生進行公司導覽，讓學生了解智崴公司相關研發產品， 並了解AR使用。
2.學生藉由體驗I-Ride設備，了解公司在AR的研發情形。
3.參觀勞動署高雄分區創客小棧，藉由學生操作3D列印筆，讓學生了解3D之應用。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職場體驗問卷調查統計
2. 職場體驗公文
3. 學生參觀心得(一)
4. 學生參觀心得(二)

佐證照片

學生體驗 智崴科技公司專人導覽

教師姓名 鄭添進 聯絡電話 (06)265-7049#
Email tainniat@mail.tncvs.tn.edu.tw 手機



    (二)業界實習執行成果表
        1. 業界實習(B1)
辦理
計畫 編號 學制科別 年級 學生人數 

(男/女) 課程名稱 辦理
年度

申報
計畫 B1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二年級 20

(5/15) 門市服務實務/行銷實務 107
實際
辦理 B1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二年級 20

(5/15) 門市服務實務/行銷實務 107

申報計畫 實際辦理

廠商名稱 地點 計畫
天數 廠商名稱 地點 辦理

天數
辦理
日期

合慶文具圖書有限公司 臺南市 5天 合慶文具圖書有限公司 臺南市 5天
2018-08-06 

~ 
2018-08-17

本班是否同時申辦就業導向專班 是        否

經費執行情形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經費項目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經費溢餘/短缺原因敘述
實習經費 25,000 25,0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教師鐘點費 4,800 2,4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教師交通費 0 0 無

業界專家指導費 19,200 9,6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保險費 5,000 2,5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勞安講習鐘點費 0 0 無
雜支 2,000 2,0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總計 56,000 41,500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結合一年級門市服務實務之門市經營作業單元之所學，以及使學生可以於二年級行銷實務課程預先擁有商家之相關
行銷手法之運用概念，讓學生得以結合理論之所學，以達到務實致用之理念。
2.藉由學生填寫實習日誌、實習心得及問卷滿意度調查，了解學生實習狀況。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業界實習學生簽到表
2. 業界實習查核表
3. 學生實習心得
4. 學生實習日誌

佐證照片

學生業界實習實況 學生業界實習實況

教師姓名 林益弘 聯絡電話 (06)265-7049#
Email 手機



        2. 業界實習(B2)
辦理
計畫 編號 學制科別 年級 學生人數 

(男/女) 課程名稱 辦理
年度

申報
計畫 B2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二年級 20

(10/10) 計算機概論 107
實際
辦理 B2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二年級 20

(7/13) 計算機概論 107

申報計畫 實際辦理

廠商名稱 地點 計畫
天數 廠商名稱 地點 辦理

天數
辦理
日期

三佑科技有限公司 臺南市 5天 三佑科技有限公司 臺南市 5天
2018-08-06 

~ 
2018-08-17

本班是否同時申辦就業導向專班 是        否

經費執行情形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經費項目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經費溢餘/短缺原因敘述
實習經費 25,000 37,0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教師鐘點費 4,800 2,4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教師交通費 0 0 無

業界專家指導費 19,200 9,60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保險費 5,000 2,720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勞安講習鐘點費 0 0 無
雜支 2,000 1,855 依實際情形核銷辦理

 
總計 56,000 53,575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結合一年級計算機概論電腦硬體課程，讓學生實作電腦組裝及安裝軟體，讓學生透過 實習驗證所學。
2.藉由學生填寫實習日誌及問卷滿意度調查，了解學生實習狀況。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資處科業界實習成果

佐證照片

學生安裝電腦 學生安裝軟體

教師姓名 鄭添進 聯絡電話 (06)265-7049#
Email tainniat@mail.tncvs.tn.edu.tw 手機



貳、總經費執行率貳、總經費執行率

單位：元

經費項目
107學年度

執行率
核定經費 執行經費

職場體驗 195,000 155,091 79.53%
業界實習 112,000 95,075 84.89%
合計 307,000 250,166 81.49%



參、計畫執行績效指標參、計畫執行績效指標

A1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習職場技能，熟悉就業環境，學生能實際了解就業需求與產業發
展現況。
2.學生透過產業文化館導覽，建立對舊物創新意的復古情感引發學生
經營思考的創意。
3.學生能清楚認識金棗與金桔的不同。
4.學生透過認識金桔與實際操作，喜愛製作金桔果醬。
5.學生能了解金桔農莊品牌塑造及其運用的行銷手法。

1.同學對本次職涯體驗單位的參訪內容安排感到非常滿意及滿意者有
95%。
2.參與職場體驗參訪學生為觀光科一年級同學，參與率為100%。
3.參與職場體驗參訪學生繳交心得參訪單為100%。
4.職場體驗關聯課程數，為餐旅概論、觀光業導論，每週共三節。

A2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與咖啡農莊合作，使學生熟悉職場環境，了解餐飲就業技能。
2.透過產業專門技術人才，協同教師指導學生使學生了解產業動態及
發展並實際動手操作採摘咖啡豆，從生豆到烘豆成品。
3.學習台灣飲料文化、如咖啡、蜂蜜等。
4.了解谷泉咖啡行銷方式、創造話題，懂得如何進行利基行銷。

1.參與職場體驗學生為觀光科二年級學生，參與率為100%。
2.職場體驗相關課程為飲料與調酒，每週為三節。
3.學生參加職場體驗後滿意度，非常滿意及滿意者為97%，比例非
常高。
4.參與職場體驗學生繳交職場體驗心得單比例為100%。

A6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透過參訪廠商印證所學，了解台南在地特色產業，刺激學生未來有機
會能應用各項文創材料融入設計工作中。 參觀後問卷調查，學生滿意度高達95%。

A7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參加職場體驗後，對於產業發展的了解程度提升。
2.學生參加職場體驗後，感受業界對國貿業務能力的需求，提升對課
程的學習意願。
3.學生在參訪後，其學習的方向更符合課程架構的設計。
4.辦理職場體驗後，對於教師授課內容更能與業界連結。
5.學校辦理職場體驗後，因學生反應佳，未來將繼續實施。

職場體驗活動問卷調查結果得知，職場體驗活動的舉辦有助於學生考
慮未來就業方向，就學習專業知識部分而言，也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
力與熱誠；問卷題目各項指標皆呈現高度同意：
1.參加職場體驗後，可以使學生得知研修此課程，未來可從事的就業
方向，同意及非常同意佔80%。
2.參加職場體驗，可以激發學生對國際貿易實務課程的學習與興趣，
同意及非常同意佔72%。
3.認為參訪單位提供的導覽解說，讓學生對國貿實務課程有更深的了
解，同意及非常同意佔93%。
4.如果再辦類似職場參訪活動，學生會很想要再參加，同意及非常同
意佔98%。
5.整體來說，學生對本次參訪感到滿意，同意及非常同意佔95%。



A17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學生藉由職場參觀，結合學校課程，了解現在科技的應用，並實際體
驗相關設施，讓學生了解現在多媒體及程式的應用，參觀後問卷調
查，學生滿意度甚高。

學生滿意度調查：90%滿意以上。
學生填寫心得報告：95%以上同學填寫。

B1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參加業界實習後，對於門市商家經營管理之瞭解，具有相當程
度的提升。
2.學生參加業界實習後，對於實習課程的學習與興趣，具有高度的感
受與投入。
3.學生參加業界實習後，學生反應不錯，未來將繼續實施。

1.本次業界實習的關聯課程有門市服務實務、行銷實務計2科，總學
分達8學分。
2.學生繳交實習心得、日誌的比例為100%。
3.學生參加業界實習，查核人員給予的評價平均達90分。

B2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結合一年級計算機概論電腦硬體課程，讓學生實作電腦組裝及安裝軟
體，讓學生透過實習驗證所學。
藉由學生填寫實習日誌及問卷滿意度調查，了解學生實習狀況。

學生填寫實習日誌：100%。
學生實習滿意度調查：80%以上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