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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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專業群科-日間部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二 76

(23/53) 0 餐旅服務 台南桂田酒店 24,600 23,625 108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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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棒製茶廠 33,000 31,197 108

A9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二 34

(7/27) 1 專題製作、行銷實務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4,300 11,431 108

A10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二 70

(16/54) 0 國際貿易實務 方圓會展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33,000 30,522 108

A11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二 74

(15/59) 0 國際貿易實務 方圓會展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33,000 30,982 108

A12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一 72

(18/54) 0 國際貿易實務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6,120 24,894 108

A13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一 72

(18/54) 0 國際貿易實務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6,120 24,824 108

A15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二 74

(30/44) 1 專題製作、行銷實務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6,700 21,990 108

A16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二 35

(11/24) 0 專題製作、行銷實務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4,300 10,507 108

合計參加學生人數 (A)(男/女) 583(161/422) 2 合計經費 231,140 20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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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專業群科-日間部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二 20

(3/17) 0 餐旅服務 大億麗緻酒店 56,000 51,099 108

合計參加學生人數 (B)(男/女) 20(3/17) 0 合計經費 56,000 51,099  
合計參加學生總人數 (A) + (B)(男/女) 603(164/439) 2 合計總經費 287,140 26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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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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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專業群科-日間部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二年級 76

(23/53) 餐旅服務 108
實際
辦理 A4 專業群科-日間部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二年級 76

(23/53) 餐旅服務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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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桂田酒店 臺南市 1天 台南桂田酒店 臺南市 1天 0108-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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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 11,0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偏遠地區學校交通費 0 0 無
膳費 0 0 無

教師雜費 800 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業界指導費 0 0 無

保險費(學生或業界) 3,800 2,625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雜支 1,000 10,0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總計 24,600 23,625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學生確實了解休閒旅館職場所需技能、熟悉就業環境。
2.學生了解休閒旅館人才需求及產業發展。
3.學生了解業界實際運作狀況及流程，並了解戶外婚宴的操作。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觀光科永康桂田飯店成果檢核表 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4/觀光科
成果檢核表-108-05-21永康桂田酒店(全).pdf

佐證照片

戶外婚宴廣場 桂田書坊

教師姓名 盧玉珍 聯絡電話 (06)2617123#826
Email morrislu0613@gmail.com 手機 0982781456



        2. 職場體驗(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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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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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實際
辦理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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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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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棒製茶廠 南投縣 1天 強棒製茶廠 南投縣 1天 0108-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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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偏遠地區學校交通費 0 0 無
膳費 6,080 6,0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教師雜費 800 8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業界指導費 0 0 無

保險費(學生或業界) 3,800 2,625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雜支 320 2,772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總計 33,000 31,197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透過參訪熟悉就業環境，使學生了解就業需求及產業發展。
2.學生透過探索茶的生長環境，了解茶葉從生長到採收狀況。
3.透過茶的製程，進而對於茶的製作有實務上的了解。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觀光科南投強棒茶園成果檢核表 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5/觀光科
成果檢核表-108-03-28-強棒茶園(全).pdf

佐證照片

茶葉戶外萎凋秤重 騎馬式採茶法

教師姓名 盧玉珍 聯絡電話 (06)2617123#826
Email morrislu0613@gmail.com 手機 0982781456



        3. 職場體驗(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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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9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二年級 38

(11/27) 專題製作、行銷實務 108
實際
辦理 A9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二年級 34

(7/27) 專題製作、行銷實務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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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1天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1天 0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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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3,8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偏遠地區學校交通費 0 0 無
膳費 0 0 無

教師雜費 400 4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業界指導費 1,600 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保險費(學生或業界) 1,900 1,19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雜支 400 6,041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總計 14,300 11,431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首先由公司李經理致歡迎詞並說明公司願景及分享經營理念，使學生得以對該公司沿革、運作模式及目標願景有基
本認識，作為專題製作課程之題材。
2.再由公司課長進行企業簡報，學生對於參訪企業之行銷實務課程內容及內涵更加瞭解。
3.藉由問與答交流及參觀企業實際情境，使學生對參訪企業的經營策略及人才招募條件有更深入的認知，並能親身感
受職場環境的真實情況。

遭遇問題 計畫執行順利，並無問題。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職場體驗簽呈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9/職場體驗簽呈.pdf
2. 學生參訪滿意度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9/107學年度會二甲職場
體驗參訪活動問卷統計表.pdf
3. 學生參訪心得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9/學生參訪心得.pdf

佐證照片

同學踴躍搶答 全體師生大合照

教師姓名 洪麗琴 聯絡電話 (06)2617123#822
Email hung@mail.tncvs.tn.edu.tw 手機 0921682978



        4. 職場體驗(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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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二年級 76

(20/56) 國際貿易實務 108
實際
辦理 A10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二年級 70

(16/54) 國際貿易實務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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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儲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1天 方圓會展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1天 010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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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偏遠地區學校交通費 0 0 無
膳費 6,080 5,6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教師雜費 800 8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業界指導費 1,600 1,6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保險費(學生或業界) 3,800 2,481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雜支 720 6,041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總計 33,000 3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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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攤位導覽，增加學生對業務開發的認識，並學習貿易廠商如何利用國際性商展招攬交易，
建立學生對於前置作業概念。
2.藉由實地參訪，增加學生對貿易拓展準備階段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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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體驗簽呈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0/職場體驗簽呈.pdf
2. 職場體驗參訪心得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0/貿二甲乙職場體驗
心得成果報告.pdf
3. 職場體驗參訪問卷分析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0/問卷結果彙整
表.pdf

佐證照片

學生參訪展示攤位 學生參訪展場

教師姓名 李盈穎 聯絡電話 (06)2617123#823
Email yining@mail.tncvs.tn.edu.tw 手機 0912235818



        5. 職場體驗(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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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二年級 76

(15/61) 國際貿易實務 108
實際
辦理 A11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二年級 74

(15/59) 國際貿易實務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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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儲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1天 方圓會展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1天 010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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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偏遠地區學校交通費 0 0 無
膳費 6,080 5,92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教師雜費 800 8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業界指導費 1,600 1,6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保險費(學生或業界) 3,800 2,621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雜支 720 6,041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總計 33,000 3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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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攤位導覽，增加學生對業務開發的認識，並學習貿易廠商如何利用國際性商展招攬交易，
建立學生對於前置作業概念。
2.藉由實地參訪，增加學生對貿易拓展準備階段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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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體驗簽呈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1/職場體驗簽呈.pdf
2. 職場體驗參訪心得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1/貿二丙丁職場體驗
心得成果報告.pdf
3. 職場體驗參訪問卷分析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1/問卷結果彙整
表(丙丁).pdf

佐證照片

學生參訪展示攤位 學生參訪會展合照

教師姓名 李盈穎 聯絡電話 (06)2617123#823
Email yining@mail.tncvs.tn.edu.tw 手機 0912235818



        6. 職場體驗(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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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一年級 71

(10/61) 國際貿易實務 108
實際
辦理 A12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一年級 72

(18/54) 國際貿易實務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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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半天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半天 0108-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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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偏遠地區學校交通費 0 0 無
膳費 0 0 無

教師雜費 800 8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業界指導費 800 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保險費(學生或業界) 2,485 2,59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雜支 2,035 13,904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總計 26,120 24,894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實際參訪統一企業流通群，公司於1996年為確立專業分工與提高效能，藉由國際化與多角化經營策略多方面發
展，透過職場參訪讓學生了解國際貿易實際運作方式。 
2.由專人實際帶領學生至商品販賣處，解說行銷及貿易與服務相關內容，如：物品上架排列、賣場陳列管理、行銷商
品技巧、商品進出口流程等，讓學生能更了解商店經營技巧，以利增強國際貿易實務研究能力，提升參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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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體驗簽呈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2/簽呈原稿.pdf
2. 職場體驗參訪心得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2/貿甲乙心得報告
1.pdf
3. 職場體驗參訪問卷分析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2/問卷結果彙整
表.pdf

佐證照片

廠商代表講解經營策略 學生詢問廠商代表問題

教師姓名 李盈穎 聯絡電話 (06)2617123#823
Email yining@mail.tncvs.tn.edu.tw 手機 0912235818



        7. 職場體驗(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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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3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一年級 66

(15/51) 國際貿易實務 108
實際
辦理 A13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一年級 72

(18/54) 國際貿易實務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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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半天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半天 0108-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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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偏遠地區學校交通費 0 0 無
膳費 0 0 無

教師雜費 800 8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業界指導費 800 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保險費(學生或業界) 2,310 2,52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雜支 2,210 13,904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總計 26,120 24,824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實際參訪統一企業流通群，公司於1996年為確立專業分工與提高效能，藉由國際化與多角化經營策略多方面發
展，透過職場參訪讓學生了解國際貿易實際運作方式。 
2.由專人實際帶領學生至商品販賣處，解說行銷及貿易與服務相關內容，如：物品上架排列、賣場陳列管理、行銷商
品技巧、商品進出口流程等，讓學生能更了解商店經營技巧，以利增強國際貿易實務研究能力，提升參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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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體驗簽呈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3/簽呈原稿.pdf
2. 職場體驗參訪問卷分析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3/問卷結果彙整
表(丙丁).pdf
3. 職場體驗參訪心得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3/貿丙丁心得報告
1.pdf

佐證照片

廠商代表講解經營策略 廠商與學生討論交流

教師姓名 李盈穎 聯絡電話 (06)2617123#823
Email yining@mail.tncvs.tn.edu.tw 手機 0912235818



        8. 職場體驗(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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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二年級 75

(30/45) 專題製作、行銷實務 108
實際
辦理 A15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二年級 74

(30/44) 專題製作、行銷實務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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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1天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1天 0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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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偏遠地區學校交通費 0 0 無
膳費 0 0 無

教師雜費 800 8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業界指導費 1,600 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保險費(學生或業界) 3,750 2,59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雜支 550 11,0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總計 26,700 21,990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經由公司專員進行企業簡報後，學生對參訪的企業沿革、運作模式及目標願景有基本的認識。
2.經由公司專員進行問答交流後，學生對參訪企業的經營策略之因應及人才招募條件具更深入的瞭解。
3.藉由參訪企業實際情境，學生更能親身感受到職場環境的真實情況。

遭遇問題 計畫執行順利，並無問題。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職場體驗簽呈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5/1080605商經科二年級
職場體驗活動-簽呈2.pdf
2. 職場體驗心得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5/11.pdf
3. 職場體驗學生滿意度調查 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5/職場體驗參
訪活動問卷調查彙整表（商二甲乙）.pdf

佐證照片

參訪統一企業大合照 統一企業李明晃經理互動交流

教師姓名 林益弘 聯絡電話 (06)2617123#821
Email yihong@mail.tncvs.tn.edu.tw 手機 0912203942



        9. 職場體驗(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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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6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二年級 36

(13/23) 專題製作、行銷實務 108
實際
辦理 A16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二年級 35

(11/24) 專題製作、行銷實務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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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1天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1天 0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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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3,8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偏遠地區學校交通費 0 0 無
膳費 0 0 無

教師雜費 400 4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業界指導費 1,600 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保險費(學生或業界) 1,800 1,225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雜支 500 5,082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總計 14,300 10,507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經由公司專員進行企業簡報後，學生對參訪的企業沿革、運作模式及目標願景有基本的認識。
2.經由公司專員進行問答交流後，學生對參訪企業的經營策略之因應及人才招募條件具更深入的瞭解。
3.藉由參訪企業實際情境，學生更能親身感受到職場環境的真實情況。

遭遇問題 計畫執行順利，並無問題。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職場體驗簽呈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6/1080605商經科二年級
職場體驗活動-簽呈2.pdf
2. 學生職場體驗心得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6/商二丙27.pdf
3. 職場體驗學生滿意度調查 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A16/職場體驗參
訪活動問卷調查彙整表（商二丙）.pdf

佐證照片

統一企業團體大合照 學生認真聆聽公司專員解說企業發展歷程

教師姓名 林益弘 聯絡電話 (06)2657049#821
Email yihong@mail.tncvs.tn.edu.tw 手機 0912203942



    (二)業界實習執行成果表
        1. 業界實習(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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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專業群科-日間部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二年級 20

(5/15) 餐旅服務 108
實際
辦理 B3 專業群科-日間部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二年級 20

(3/17) 餐旅服務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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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億麗緻酒店 臺南市 5天 大億麗緻酒店 臺南市 5天
0108-07-01 

~ 
0108-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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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5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教師鐘點費 4,800 4,8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教師交通費 0 0 無

業界專家指導費 19,200 19,2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保險費 5,000 1,759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勞安講習鐘點費 0 0 無
雜支 2,000 1,59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總計 56,000 51,099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學生在旅館表現出良好的學習態度及符合餐旅倫理職業精神。
2.對於外場工作能確實了解狀況，執行良好。
3.能完成旅館內部對於工作作業內容要求。
4.能在現職人員的指導下，迅速有效率完成工作。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觀光科大億麗緻酒店成果檢核表 http://ovesc.tnvs.tn.edu.tw/sp/storage/107/1/result/1347/B3/觀光科
成果檢核表-108-07-01-大億麗緻酒店.pdf

佐證照片

共同市場實習照片1 共同市場實習照片2

教師姓名 盧玉珍 聯絡電話 (06)2617123#826
Email morrislu0613@gmail.com 手機 098278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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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40 209,972 90.84%
業界實習 56,000 51,099 91.25%
合計 287,140 261,071 90.92%



參、計畫執行績效指標參、計畫執行績效指標

A4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透過參訪實際了解休閒旅館產業動態及人力需求。
2.精進學生旅館實務內容，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
3.瞭解休閒旅館房務部及餐飲部實際操作狀況。

1.100%的同學透過參訪更確實了解產業的動態及人力需求。
2.82%的同學對於此次參訪對於專業成長感到非常有幫助，18%同
學認為有幫助。
3.76%的同學對於專題講授課程及實用性感到非常滿意，24%同學
感到滿意。

A5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1.透過參訪熟悉就業環境，使學生了解就業需求及產業發展。
2.學生透過探索茶的生長環境，了解茶葉從生長到採收狀況。
3.透過茶的製程，進而對於茶的製作有實務上的了解。

1.100%的學生透過參訪後更加了解茶廠經營及產業生態。
2.83%的學生對於研習課程內容感到非常滿意，17%的學生感到滿
意，且透過講師的講解後，更加了解茶葉的製程。
3.86%的學生經過此次的參訪對於自身專業成長提升感到非常滿
意，14%學生感到滿意。

A9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透過職場參訪，使學生得以實際瞭解產業發展動態及人力需求，有
助於其考慮未來就業方向。
2.學生參加職場體驗後，可激發其學習興趣與熱誠，精進實習課程的
學習。
3.辦理職場體驗後，對於課程架構的設計與教師授課內容具有相當程
度的幫助，可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結合。
4.辦理職場體驗後，學校與業界可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以利後續計
畫的執行與實施。
5.辦理職場體驗後，學生反應非常熱烈，未來將持續實施。

1.參訪問卷調查回收率高達97%。
2.學生參加職場體驗後，整體滿意度高達86%。
3.學生繳交參訪心得比率高達100%。

A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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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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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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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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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5.整體來說，學生對本次參訪感到滿意，同意及非常同意佔92%。



A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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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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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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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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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5.整體來說，學生對本次參訪感到滿意，同意及非常同意佔91%。

A12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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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辦理職場體驗後，對於教師授課內容更能與業界連結。
3.學校辦理職場體驗後，因學生反應佳，未來將繼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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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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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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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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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5.整體來說，學生對本次參訪感到滿意，同意及非常同意佔100%。

A13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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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辦理職場體驗後，對於教師授課內容更能與業界連結。
3.學校辦理職場體驗後，因學生反應佳，未來將繼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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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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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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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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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5.整體來說，學生對本次參訪感到滿意，同意及非常同意佔100%。

A15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參加職場體驗後，對於產業發展瞭解具有相當程度的提升。
2.學生參加職場體驗後，對於實習課程的學習興趣與投入具有高度的
感受。
3.辦理職場體驗後，對於課程架構的設計與教師授課內容具有相當程
度的幫助。
4.辦理職場體驗後，學校與業界能建立良好的互動，以利後續計畫的
執行與實施。
5.辦理職場體驗後，學生反應皆為熱烈，未來將持續實施。

1.學生繳交參訪心得比例為100%。
2.學生參加職場體驗後的整體滿意度超過95%以上。



A16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參加職場體驗後，對於產業發展瞭解具有相當程度的提升。
2.學生參加職場體驗後，對於實習課程的學習興趣與投入具有高度的
感受。
3.辦理職場體驗後，對於課程架構的設計與教師授課內容具有相當程
度的幫助。
4.辦理職場體驗後，學校與業界能建立良好的互動，以利後續計畫的
執行與實施。
5.辦理職場體驗後，學生反應皆為熱烈，未來將持續實施。

1.學生繳交參訪心得比例為100%。
2.學生參加職場體驗後的整體滿意度超過95%以上。

B3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在旅館表現出良好的學習態度及符合餐旅倫理職業精神。
2.對於外場工作能確實了解狀況，執行良好。
3.能完成旅館內部對於工作作業內容要求。
4.能在現職人員的指導下，迅速有效率完成工作。

1.100%的同學參加本次實習後，認為對於專業成長非常有幫助。
2.100%的同學參加本次實習後，對於課程實用性感到非常滿意。
3.85%的同學對於講師帶領實習方式感到非常滿意，15%同學感到
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