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學校申請總表

    (一)實習材料費(C)

編號 學制科別 年
級

學生
人數

(男/女)
原住民

實習課程名稱/
專業證照訓練名稱/
專業證照檢定名稱

核定
經費額
度

執行
經費額
度

辦理
年度

C30003 專業群科-日間部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2 36

(4/32) 0 烹調實習I 13,700 13,682 109

C30004 專業群科-日間部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2 35

(11/24) 0 烹調實習I 13,300 13,290 109

C30010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37

(11/26) 0 人像攝影寫真I 14,100 13,600 109

C30011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36

(10/26) 0 人像攝影寫真I 13,700 13,690 109

C30012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37

(11/26) 0 插畫I 15,200 15,200 109

C30013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36

(10/26) 0 插畫I 15,200 15,120 109

C30020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2 42

(13/29) 0 商品解說技巧訓練 7,600 7,545 109

C30021 進修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3 13

(4/9) 0 行銷學I 4,900 4,900 109

C30022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2 35

(9/26) 0 創意思考實作 7,600 7,596 109

C30027 進修部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3 21

(8/13) 0 中餐烹飪I 12,500 12,500 109

C30028 進修部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3 21

(8/13) 0 烘焙I 12,500 12,488 109

合計參加學生人數(C)(男/女) 349(99/250) 0 合計經費 130,300 129,611  



    (三)證照考試報名費(E)

編號 學制科別 年
級

學生
人數

(男/女)
原住民

實習課程名稱/
專業證照訓練名

稱/
專業證照檢定名稱

核定
經費額
度

執行
經費額
度

辦理
年度

E50001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3 25

(5/20) 0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11
張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6張 視覺傳達設計-插
畫PC乙級8張

25,000 25,000 109

E50003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30

(6/24) 0 視覺傳達設計-插畫PC
乙級42張 30,000 30,000 109

E50004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3 13

(4/9) 0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9張
視覺傳達設計-插畫PC

乙級4張
13,000 13,000 109

E50005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3 12

(3/9) 0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12張 12,000 12,000 109

E50006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3 21

(5/16) 0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27張 21,000 20,000 109

E50007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3 9

(1/8) 0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9張 9,000 9,000 109

E50008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3 5

(2/3) 0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5
張 5,000 5,000 109

E50009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3 1

(0/1) 0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1張 1,000 1,000 109

合計參加學生人數(E)(男/女) 116(26/90) 0 合計經費 116,000 115,000  
合計參加學生總人數(C) + (D) + (E)

(男/女) 465(125/340) 0 合計總經費 246,300 244,611  



    (一)實習材料費執行成果表

        1. 實習材料費(C30003)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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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03 專業群科-日間部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2 36

(4/32) 烹調實習I 109

實際
辦理 C30003 專業群科-日間部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2 36

(4/32) 烹調實習I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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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費 13,700 13,682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03/C30003.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學生能確實切割片、絲、條、大丁、中丁、小丁、細末、亂末、指甲片、菱形片、滾刀
塊。
2.學生能確實切割出七款水花樣式。
3.學生能依名稱取用食材。
4.學生能知道取量多寡、重量、容積概念建立，可以得宜調配所需、適合的調味。
5.學生能符合檢定規格內的要求進行切割、烹煮。

遭遇問題 1.一組3-4位學生，無法每個人都能單獨操作。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教學進度表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03/109-1 中
餐烹調 教學進度表-盧玉珍.pdf
2. 結案報告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03/109學年烹調
實務結案-玉珍.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03/C30003.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03/109-1%20%20%E4%B8%AD%E9%A4%90%E7%83%B9%E8%AA%BF%20%20%E6%95%99%E5%AD%B8%E9%80%B2%E5%BA%A6%E8%A1%A8-%E7%9B%A7%E7%8E%89%E7%8F%8D.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03/109%E5%AD%B8%E5%B9%B4%E7%83%B9%E8%AA%BF%E5%AF%A6%E5%8B%99%E7%B5%90%E6%A1%88-%E7%8E%89%E7%8F%8D.pdf


佐證照片

學生完成烹調作品 學生能確實切割水花片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2. 實習材料費(C30004)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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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04 專業群科-日間部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2 35

(11/24) 烹調實習I 109

實際
辦理 C30004 專業群科-日間部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2 35

(11/24) 烹調實習I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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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費 13,300 13,29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04/C30004.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學生能確實切割片、絲、條、大丁、中丁、小丁、細末、亂末、指甲片、菱形片、滾刀
塊。
2.學生能確實切割出七款水花樣式。
3.學生能依名稱取用食材。
4.學生能知道取量多寡、重量、容積概念建立，可以得宜調配所需、適合的調味。
5.學生能符合檢定規格內的要求進行切割、烹煮。

遭遇問題 1.一組3-4位學生，無法每個人都能單獨操作。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結案報告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04/109學年烹調
實務結案-玉珍.pdf
2. 教學進度表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04/109-1 中
餐烹調 教學進度表-盧玉珍.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04/C30004.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04/109%E5%AD%B8%E5%B9%B4%E7%83%B9%E8%AA%BF%E5%AF%A6%E5%8B%99%E7%B5%90%E6%A1%88-%E7%8E%89%E7%8F%8D.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04/109-1%20%20%E4%B8%AD%E9%A4%90%E7%83%B9%E8%AA%BF%20%20%E6%95%99%E5%AD%B8%E9%80%B2%E5%BA%A6%E8%A1%A8-%E7%9B%A7%E7%8E%89%E7%8F%8D.pdf


佐證照片

學生完成烹調作品 學生樂在學習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3. 實習材料費(C30010)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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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10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37

(11/26) 人像攝影寫真I 109

實際
辦理 C30010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37

(11/26) 人像攝影寫真I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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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費 14,100 13,6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0/C30010.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每班8-10人一組，分組教學，應用經費充分得以使學生增加各項人像攝影實拍練習、各種佈
光技法教學及各項輔助反光工具製作及使用、遮光工具製作應用並辦理人像專題企劃攝影展
(包含發表與審查評分)、各組輸出各式相片海報佈置及參加全國攝影類各項比賽，榮獲好評
與佳績。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人像攝影課程授課內容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
0/人像攝影課程授課內容.pdf
2. 辦理人像攝影成果展-組別成果報告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
331/C30010/學生實作作品侵駭ppt.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0/C30010.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0/%E4%BA%BA%E5%83%8F%E6%94%9D%E5%BD%B1%E8%AA%B2%E7%A8%8B%E6%8E%88%E8%AA%B2%E5%85%A7%E5%AE%B9.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0/%E5%AD%B8%E7%94%9F%E5%AF%A6%E4%BD%9C%E4%BD%9C%E5%93%81%E4%BE%B5%E9%A7%ADppt.pdf


佐證照片

人像攝影成果展 人像攝影成果展-廣三甲陳列作品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4. 實習材料費(C30011)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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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11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36

(10/26) 人像攝影寫真I 109

實際
辦理 C30011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36

(10/26) 人像攝影寫真I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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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費 13,700 13,69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1/C30011.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每班8-10人一組，分組教學，應用經費充分得以使學生增加各項人像攝影實拍練習、各種佈
光技法教學及各項輔助反光工具製作及使用、遮光工具製作應用並辦理人像專題企劃攝影展
(包含發表與審查評分)、各組輸出各式相片海報佈置及參加全國攝影類各項比賽，榮獲好評
與佳績。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人像攝影課程授課內容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
1/人像攝影課程授課內容.pdf
2. 廣三乙人像攝影成果分組作品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
C30011/學生實作作品緋紅ppt.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1/C30011.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1/%E4%BA%BA%E5%83%8F%E6%94%9D%E5%BD%B1%E8%AA%B2%E7%A8%8B%E6%8E%88%E8%AA%B2%E5%85%A7%E5%AE%B9.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1/%E5%AD%B8%E7%94%9F%E5%AF%A6%E4%BD%9C%E4%BD%9C%E5%93%81%E7%B7%8B%E7%B4%85ppt.pdf


佐證照片

人像攝影成果展 人像攝影成果展分組作品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5. 實習材料費(C30012)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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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12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37

(11/26) 插畫I 109

實際
辦理 C30012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37

(11/26) 插畫I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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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費 15,200 15,2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2/C30012.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應用經費充分得以使學生增加各項插畫實作練習材料應用，以及各式水彩筆、麥克筆、柔繪
筆等…相關顏料繪圖技法教學使用，且讓學生有信心參與多項社區彩繪及校外各類插畫藝術
比賽，屢獲佳績。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插畫課程授課內容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2/插
畫課程授課內容.pdf
2. 插畫課程實作材料及學生作品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
C30012/廣三甲插畫 材料經費實作成果填報.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2/C30012.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2/%E6%8F%92%E7%95%AB%E8%AA%B2%E7%A8%8B%E6%8E%88%E8%AA%B2%E5%85%A7%E5%AE%B9.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2/%E5%BB%A3%E4%B8%89%E7%94%B2%E6%8F%92%E7%95%AB%20%E6%9D%90%E6%96%99%E7%B6%93%E8%B2%BB%E5%AF%A6%E4%BD%9C%E6%88%90%E6%9E%9C%E5%A1%AB%E5%A0%B1.pdf


佐證照片

上課實作課程 上課實作課程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6. 實習材料費(C30013)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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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13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36

(10/26) 插畫I 109

實際
辦理 C30013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36

(10/26) 插畫I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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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費 15,200 15,12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3/C30013.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應用經費充分得以使學生增加各項插畫實作練習材料應用，以及各式水彩筆、麥克筆、柔繪
筆等…相關顏料繪圖技法教學使用，且讓學生有信心參與多項社區彩繪及校外各類插畫藝術
比賽，屢獲佳績。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插畫課程授課內容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3/插
畫課程授課內容.pdf
2. 插畫課程實作材料及學生作品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
C30013/廣三乙插畫 材料經費成果填報.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3/C30013.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3/%E6%8F%92%E7%95%AB%E8%AA%B2%E7%A8%8B%E6%8E%88%E8%AA%B2%E5%85%A7%E5%AE%B9.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13/%E5%BB%A3%E4%B8%89%E4%B9%99%E6%8F%92%E7%95%AB%20%E6%9D%90%E6%96%99%E7%B6%93%E8%B2%BB%E6%88%90%E6%9E%9C%E5%A1%AB%E5%A0%B1.pdf


佐證照片

插畫上課實作紀錄 插畫實作課程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7. 實習材料費(C30020)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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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20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2 37

(8/29) 商品解說技巧訓練 109

實際
辦理 C30020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2 42

(13/29) 商品解說技巧訓練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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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費 7,600 7,545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0/C30020.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強化學生面對群眾的口說能力，課堂上增加上台報告之次數。
2.實際成果展示，增加學生在商品佈置的美學能力。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商品解說技巧學生簡報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
0/一ㄟ子的哲學.pdf
2. 商品解說技巧學生簡報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
0/把寶特品穿在身上.pdf
3. 商品解說技巧學生簡報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
0/皂你！皂我！皂地球.pdf
4. 商品解說技巧學生簡報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
0/菱炭吸附包.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0/C30020.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0/%E4%B8%80%E3%84%9F%E5%AD%90%E7%9A%84%E5%93%B2%E5%AD%B8.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0/%E6%8A%8A%E5%AF%B6%E7%89%B9%E5%93%81%E7%A9%BF%E5%9C%A8%E8%BA%AB%E4%B8%8A.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0/%E7%9A%82%E4%BD%A0%EF%BC%81%E7%9A%82%E6%88%91%EF%BC%81%E7%9A%82%E5%9C%B0%E7%90%83.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0/%E8%8F%B1%E7%82%AD%E5%90%B8%E9%99%84%E5%8C%85.pdf


佐證照片

商品解說技巧成果展 商品解說技巧成果展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8. 實習材料費(C30021)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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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21 進修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3 13

(4/9) 行銷學I 109

實際
辦理 C30021 進修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3 13

(4/9) 行銷學I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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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費 4,900 4,9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1/C30021.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應用經費得以使學生增加學習如何運用行銷組合 SWOT 完成行銷目標等行銷學課程的興
趣，並且分組教學，學生可以透過提問、討論、獲得認同的學習過程中獲得快樂及成就感，
提昇學生學習效果。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行銷學I教材教學內容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1/
行銷教材教法.pdf
2. 行銷學I教學進度表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1/10
9-1進修部高三行銷學教學進度表.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1/C30021.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1/%E8%A1%8C%E9%8A%B7%E6%95%99%E6%9D%90%E6%95%99%E6%B3%95.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1/109-1%E9%80%B2%E4%BF%AE%E9%83%A8%E9%AB%98%E4%B8%89%E8%A1%8C%E9%8A%B7%E5%AD%B8%E6%95%99%E5%AD%B8%E9%80%B2%E5%BA%A6%E8%A1%A8.pdf


佐證照片

分組討論SWOT分析 快問快答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9. 實習材料費(C30022)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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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22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2 35

(9/26) 創意思考實作 109

實際
辦理 C30022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2 35

(9/26) 創意思考實作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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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費 7,600 7,596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2/C30022.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學生透過「做中學」方式，培養動手做的精神與能力，進行思考翻轉。
2.學生藉由創意思考實作課程，將既有的元素打破、拆解、增刪後，重新組合出新風貌、新
功能或新意圖。
3.學生藉由課程手作創意作品，於聯合科展期間呈現其學習成果。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創意思考實作教材教學內容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
0022/109創意思考與實作教材教法內容.pdf
2. 創意小書學生作品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2/創
意小書作品.pdf
3. 創意折紙學生作品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2/創
意折紙作品.pdf
4. 創意胸章學生作品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2/創
意胸章作品.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2/C30022.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2/109%E5%89%B5%E6%84%8F%E6%80%9D%E8%80%83%E8%88%87%E5%AF%A6%E4%BD%9C%E6%95%99%E6%9D%90%E6%95%99%E6%B3%95%E5%85%A7%E5%AE%B9.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2/%E5%89%B5%E6%84%8F%E5%B0%8F%E6%9B%B8%E4%BD%9C%E5%93%81.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2/%E5%89%B5%E6%84%8F%E6%8A%98%E7%B4%99%E4%BD%9C%E5%93%81.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2/%E5%89%B5%E6%84%8F%E8%83%B8%E7%AB%A0%E4%BD%9C%E5%93%81.pdf


佐證照片

學生分組創意思考創作 學生發表創意作品理念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10. 實習材料費(C30027)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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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27 進修部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3 22

(9/13) 中餐烹飪I 109

實際
辦理 C30027 進修部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3 21

(8/13) 中餐烹飪I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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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費 12,500 12,5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7/C30027.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學生能確實切割片、絲、條、大丁、中丁、小丁、細末、亂末、指甲片、菱形片、滾刀
塊。
2.學生能確實切割出七款水花樣式。
3.學生能依名稱取用食材。
4.學生能知道取量多寡、重量、容積概念建立，可以得宜調配所需、適合的調味。
5.學生能符合檢定規格內的要求進行切割、烹煮。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創意料理成果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7/創意料
理成果展競賽成果冊.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7/C30027.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7/%E5%89%B5%E6%84%8F%E6%96%99%E7%90%86%E6%88%90%E6%9E%9C%E5%B1%95%E7%AB%B6%E8%B3%BD%E6%88%90%E6%9E%9C%E5%86%8A.pdf


佐證照片

全體合照 成果展參觀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11. 實習材料費(C30028)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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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28 進修部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3 22

(9/13) 烘焙I 109

實際
辦理 C30028 進修部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3 21

(8/13) 烘焙I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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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費 12,500 12,488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8/C30028.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學生能正確操作攪拌機、烤箱等機器設備。
2.學生能確實製手工餅乾、基本款蛋糕。
3.學生能依名稱取用食材，秤量材料比例，製作出產品。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學生學習單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8/學生學習
單.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8/C30028.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C30028/%E5%AD%B8%E7%94%9F%E5%AD%B8%E7%BF%92%E5%96%AE.pdf


佐證照片

學生實作 學生實作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三)證照考試報名費執行成果表

        1.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1)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核定文號：臺教國署高字第1090136159號
原計畫內容 修正後計畫內容 計畫修正原因敘述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
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補助
報名費*25。 核定經費

=25,000元。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資
料處理科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補助
報名費*11。 將E50001溢餘

14,000元。 6,000元轉至E50006。
8,000元轉至 E50003。

1.因資料處理科部分學生無取得電腦軟體應用
乙級技術士證，無法報考乙級。 2.本校E50006
報名會計事務乙級及E50003報名視覺傳達設計-
插畫PC乙級考生增加，為提升經費使用效率，

提請辦理計畫修正。
 

辦
理
計
畫

編號 學制科別 年
級

學生人
數 

(男/女)
證照名稱

辦
理
年
度

申
報
計
畫

E50001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
理群資料處理科 3 25

(13/12)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09

實
際
辦
理

E50001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
理群資料處理科 3 25

(5/20)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11張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6張 視

覺傳達設計-插畫PC乙級8張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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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25,000 25,0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該科別該年級學生之證照考取人數 11人 該科別該年級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14.86%
受補助學生之證照考取人數 2人

受補助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8.00%
受補助原住民之證照考取人數 0人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受補助學生11人，證照考取人數2人。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受補助學生6人。 
視覺傳達設計-插畫PC乙級受補助學生8人。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補助名單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1/E50001資料
處理科三年級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補助名單(11人).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1/E50001%E8%B3%87%E6%96%99%E8%99%95%E7%90%86%E7%A7%91%E4%B8%89%E5%B9%B4%E7%B4%9A%E9%9B%BB%E8%85%A6%E8%BB%9F%E9%AB%94%E6%87%89%E7%94%A8%E4%B9%99%E7%B4%9A%E8%A3%9C%E5%8A%A9%E5%90%8D%E5%96%AE(11%E4%BA%BA).pdf


佐證照片

學生練習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學生練習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2.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3)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核定文號：臺教國署高字第1090136159號
原計畫內容 修正後計畫內容 計畫修正原因敘述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
群/廣告設計科 視覺傳達
設計-插畫PC乙級補助報
名費*30。 核定經費

=30,000元。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
科 視覺傳達設計-插畫PC乙級補助
報名費*42。 不足金額8,000元由

E50001流入。 不足金額4,000元由
E50004流入。

1.原計畫提報時編列之名額，係依廣告設計
科學生報名視覺傳達設計-插畫PC丙級人數概
估。 2.為鼓勵學生報考視覺傳達設計-插畫

PC乙級意願，並提升經費使用效率，提請辦
理計畫修正。

 

辦理
計畫 編號 學制科別 年級 學生人數 

(男/女) 證照名稱 辦理
年度

申報
計畫 E50003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30

(6/24) 視覺傳達設計-插畫PC乙級 109

實際
辦理 E50003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30

(6/24) 視覺傳達設計-插畫PC乙級42張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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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傳達設計-插畫PC乙級 30,000 30,0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該科別該年級學生之證照考取人數 42人 該科別該年級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56.00%
受補助學生之證照考取人數 15人

受補助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50.00%
受補助原住民之證照考取人數 2人

視覺傳達設計-插畫PC乙級受補助學生42人，證照考取人數15人。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補助名單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3/E50003廣告
設計科三年級視覺傳達設計乙級補助名單(30).pdf
2. 補助名單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3/E50003廣告
設計科三年級視覺傳達設計-插畫PC乙級補助名單(12人).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3/E50003%E5%BB%A3%E5%91%8A%E8%A8%AD%E8%A8%88%E7%A7%91%E4%B8%89%E5%B9%B4%E7%B4%9A%E8%A6%96%E8%A6%BA%E5%82%B3%E9%81%94%E8%A8%AD%E8%A8%88%E4%B9%99%E7%B4%9A%E8%A3%9C%E5%8A%A9%E5%90%8D%E5%96%AE(30).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3/E50003%E5%BB%A3%E5%91%8A%E8%A8%AD%E8%A8%88%E7%A7%91%E4%B8%89%E5%B9%B4%E7%B4%9A%E8%A6%96%E8%A6%BA%E5%82%B3%E9%81%94%E8%A8%AD%E8%A8%88-%E6%8F%92%E7%95%ABPC%E4%B9%99%E7%B4%9A%E8%A3%9C%E5%8A%A9%E5%90%8D%E5%96%AE(12%E4%BA%BA).pdf


佐證照片

學生練習視覺傳達設計-插畫乙級 學生練習視覺傳達設計-插畫乙級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3.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4)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核定文號：臺教國署高字第1090136159號
原計畫內容 修正後計畫內容 計畫修正原因敘述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管
理群/商業經營科 電腦軟體
應用乙級補助報名費

*13。 核定經費=13,000
元。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
群/商業經營科 電腦軟體應用
乙級補助報名費*9。 將
E50004溢餘4,000元轉至

E50003。

1.因商業經營科部分學生無取得電腦軟體應用乙
級技術士證，無法報考乙級。 2.本校E50003報
名視覺傳達設計-插畫PC乙級考生增加，為提升

經費使用效率，提請辦理計畫修正。

 

辦
理
計
畫

編號 學制科別 年
級

學生人
數 

(男/女)
證照名稱

辦
理
年
度

申
報
計
畫

E50004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商
業經營科 3 13

(8/5)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09

實
際
辦
理

E50004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商
業經營科 3 13

(4/9)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9張 視覺傳達設計-插畫

PC乙級4張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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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3,000 13,0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該科別該年級學生之證照考取人數 9人 該科別該年級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9.00%
受補助學生之證照考取人數 2人

受補助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15.38%
受補助原住民之證照考取人數 0人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受補助學生9人，證照考取人數2人。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補助名單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4/E50004商業
經營科三年級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補助名單(9人).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4/E50004%E5%95%86%E6%A5%AD%E7%B6%93%E7%87%9F%E7%A7%91%E4%B8%89%E5%B9%B4%E7%B4%9A%E9%9B%BB%E8%85%A6%E8%BB%9F%E9%AB%94%E6%87%89%E7%94%A8%E4%B9%99%E7%B4%9A%E8%A3%9C%E5%8A%A9%E5%90%8D%E5%96%AE(9%E4%BA%BA).pdf


佐證照片

學生練習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學生練習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4.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5)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辦理
計畫 編號 學制科別 年級 學生人數 

(男/女) 證照名稱 辦理
年度

申報
計畫 E50005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3 12

(3/9)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109

實際
辦理 E50005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3 12

(3/9)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12張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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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12,000 12,0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該科別該年級學生之證照考取人數 12人 該科別該年級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12.00%
受補助學生之證照考取人數 4人

受補助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33.33%
受補助原住民之證照考取人數 0人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受補助學生12人，證照考取人數4人。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補助名單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5/E50005商業
經營科三年級會計事務乙級補助名單(11人).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5/E50005%E5%95%86%E6%A5%AD%E7%B6%93%E7%87%9F%E7%A7%91%E4%B8%89%E5%B9%B4%E7%B4%9A%E6%9C%83%E8%A8%88%E4%BA%8B%E5%8B%99%E4%B9%99%E7%B4%9A%E8%A3%9C%E5%8A%A9%E5%90%8D%E5%96%AE(11%E4%BA%BA).pdf


佐證照片

學生練習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學生練習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5.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6)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核定文號：臺教國署高字第1090136159號
原計畫內容 修正後計畫內容 計畫修正原因敘述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
理群/國際貿易科 會計事務-
資訊乙級補助報名費*21。
核定經費=21,000元。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
群/國際貿易科 會計事務-資訊
乙級補助報名費*27。 不足金
額6,000元由E50001流入。

1.原計畫提報時編列之名額，係依國際貿易科
學生報名會計事務-資訊丙級人數概估。 2.為鼓
勵學生報考會計事務-資訊乙級意願，並提升經

費使用效率，提請辦理計畫修正。
 

辦理
計畫 編號 學制科別 年級 學生人數 

(男/女) 證照名稱 辦理
年度

申報
計畫 E50006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3 21

(6/15)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109

實際
辦理 E50006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3 21

(5/16)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27張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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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21,000 20,0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該科別該年級學生之證照考取人數 27人 該科別該年級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18.49%
受補助學生之證照考取人數 5人

受補助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23.81%
受補助原住民之證照考取人數 0人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受補助學生27人，證照考取人數5人。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補助名單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6/E50006國際
貿易科三年級會計事務乙級補助名單(6人).pdf
2. 補助名單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6/E50006國際
貿易科三年級會計事務乙級補助名單(21人).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6/E50006%E5%9C%8B%E9%9A%9B%E8%B2%BF%E6%98%93%E7%A7%91%E4%B8%89%E5%B9%B4%E7%B4%9A%E6%9C%83%E8%A8%88%E4%BA%8B%E5%8B%99%E4%B9%99%E7%B4%9A%E8%A3%9C%E5%8A%A9%E5%90%8D%E5%96%AE(6%E4%BA%BA).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6/E50006%E5%9C%8B%E9%9A%9B%E8%B2%BF%E6%98%93%E7%A7%91%E4%B8%89%E5%B9%B4%E7%B4%9A%E6%9C%83%E8%A8%88%E4%BA%8B%E5%8B%99%E4%B9%99%E7%B4%9A%E8%A3%9C%E5%8A%A9%E5%90%8D%E5%96%AE(21%E4%BA%BA).pdf


佐證照片

學生練習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學生練習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6.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7)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辦理
計畫 編號 學制科別 年級 學生人數 

(男/女) 證照名稱 辦理
年度

申報
計畫 E50007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3 9

(1/8)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09

實際
辦理 E50007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3 9

(1/8)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9張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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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9,000 9,0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該科別該年級學生之證照考取人數 9人 該科別該年級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6.16%
受補助學生之證照考取人數 6人

受補助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66.67%
受補助原住民之證照考取人數 0人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受補助學生9人，證照考取人數6人。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補助名單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7/E50007國際
貿易科三年級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補助名單(9人).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7/E50007%E5%9C%8B%E9%9A%9B%E8%B2%BF%E6%98%93%E7%A7%91%E4%B8%89%E5%B9%B4%E7%B4%9A%E9%9B%BB%E8%85%A6%E8%BB%9F%E9%AB%94%E6%87%89%E7%94%A8%E4%B9%99%E7%B4%9A%E8%A3%9C%E5%8A%A9%E5%90%8D%E5%96%AE(9%E4%BA%BA).pdf


佐證照片

學生練習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學生練習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7.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8)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辦理
計畫 編號 學制科別 年級 學生人數 

(男/女) 證照名稱 辦理
年度

申報
計畫 E50008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3 5

(0/5)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109

實際
辦理 E50008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3 5

(2/3)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5張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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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5,000 5,0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該科別該年級學生之證照考取人數 5人 該科別該年級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15.15%
受補助學生之證照考取人數 3人

受補助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60.00%
受補助原住民之證照考取人數 0人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受補助學生5人，證照考取人數3人。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補助名單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8/E50008會計
事務科三年級會計事務乙級補助名單(5人).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8/E50008%E6%9C%83%E8%A8%88%E4%BA%8B%E5%8B%99%E7%A7%91%E4%B8%89%E5%B9%B4%E7%B4%9A%E6%9C%83%E8%A8%88%E4%BA%8B%E5%8B%99%E4%B9%99%E7%B4%9A%E8%A3%9C%E5%8A%A9%E5%90%8D%E5%96%AE(5%E4%BA%BA).pdf


佐證照片

學生練習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學生練習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8.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9)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辦理
計畫 編號 學制科別 年級 學生人數 

(男/女) 證照名稱 辦理
年度

申報
計畫 E50009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3 1

(0/1)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09

實際
辦理 E50009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3 1

(0/1)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1張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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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000 1,000 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該科別該年級學生之證照考取人數 1人 該科別該年級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3.03%
受補助學生之證照考取人數 1人

受補助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100.00%
受補助原住民之證照考取人數 0人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受補助學生1人，證照考取人數1人。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補助名單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9/E50009會計
事務科三年級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補助名單(1人).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31/E50009/E50009%E6%9C%83%E8%A8%88%E4%BA%8B%E5%8B%99%E7%A7%91%E4%B8%89%E5%B9%B4%E7%B4%9A%E9%9B%BB%E8%85%A6%E8%BB%9F%E9%AB%94%E6%87%89%E7%94%A8%E4%B9%99%E7%B4%9A%E8%A3%9C%E5%8A%A9%E5%90%8D%E5%96%AE(1%E4%BA%BA).pdf


佐證照片

學生練習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學生練習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6)#
Email



貳、總經費執行率

單位：元

經費項目
109學年度

執行率
核定經費 執行經費

實習材料費 130,300 129,611 99.47%
證照訓練費 -- -- --
證照考試費 116,000 115,000 99.14%
合計 246,300 244,611 99.31%



參、計畫執行績效指標

C30003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能善用廚房內器具
2.學生均了解食材名稱與食材運用
3.學生均能妥善運用烹調法(炒.燴.煸.溜.蒸.炸.
涼拌)

1.學生可在時間內完成烹調要求達98%
2.學生可以切割出所指定刀工(絲.片.末.條.指
甲片.滾刀塊)達100%
3.學生均能清楚歸納出重點並做成筆記達
100%

C30004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能善用廚房內器具
2.學生均了解食材名稱與食材運用
3.學生均能妥善運用烹調法(炒.燴.煸.溜.蒸.炸.
涼拌)

1.學生可在時間內完成烹調要求達98%
2.學生可以切割出所指定刀工(絲.片.末.條.指
甲片.滾刀塊)達100%
3.學生均能清楚歸納出重點並做成筆記達
100%

C30010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熟悉人像攝影的多元表現，應用特定光源及
輔助工具製作、數位暗房進行有意義、有內
涵的實作練習創作。 
2.增進學生影像創作表現與鑑賞的能力。
3.增進輸出影像作品及展示設計能力。

1.每週3節的課程，實施各項拍攝實作課程。
2.2020全國學生攝影故事競賽榮獲第一名及
佳作共計3名。
3.辦理人像攝影企劃成果展。

C30011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熟悉人像攝影的多元表現，應用特定光源及
輔助工具製作、數位暗房進行有意義、有內
涵的實作練習創作。 
2.增進學生影像創作表現與鑑賞的能力。
3.增進影像作品輸出及展示陳列相關經驗與能
力。

1.每週3節的課程，實施各項拍攝實作課程。
2.2020全國學生攝影故事競賽榮獲第一名及
佳作共計3名。
3.辦理人像攝影企劃成果展。



C30012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熟悉插畫的多元特性，應用特定各項繪畫媒
材進行有意義、有內涵的實作練習創作。 
2.增進學生創作表現與鑑賞思辨的能力。

1.每週3節的課程，各項繪畫及彩繪技巧實作
課程。
2.109學年度台南市學生美展漫畫、西畫、水
墨、版畫、平面設計及書法共計24名學生榮
獲全南市第一、二、三名及佳作殊榮獎項。

C30013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熟悉插畫表現技法的多元特性，應用特定各
項繪畫媒材進行有意義、有內涵的實作練習
創作。 
2.增進學生創作表現與鑑賞思辨的能力。

1.每週3節的課程，各項繪畫及彩繪技巧實作
課程。
2.109學年度台南市學生美展漫畫、西畫、水
墨、版畫、平面設計及書法共計24名學生榮
獲全南市第一、二、三名及佳作殊榮獎項。

C30020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能應用課程所學於商品實務解說，增強
業務能力。
2.實際成果展示，增強展場規劃及商品解說技
巧。
3.強化學生面對群眾的口說能力。

1.辦理商品解說技巧線上成果展，6組學生展
現其所學，上線觀看人數超過300人。

C30021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在合作學習中不只學到行銷之相關基礎
知識，包含SWOT分析、行銷策略等，更學
到了社交技巧、同儕關懷等人際智能的能
力。
2.在分組學習過程中，經由成員之間不斷的交
換意見、互相討論協調之下，瞭解合作的真
諦，建立與他人合作的所需的技能。
3.可增進學生的學習表現及學習興趣，並且訓
練學生製作行銷作品及實際成果展示。

學生經指導教師之推薦，共計有10組作品於
聯合科
展呈現其成果。



C30022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能應用課程所學，跳脫既有的框架，養
成整體思考的習慣。
2.學生在創意實作過程中，能掌握創意思考關
鍵能力。
3.應用各項材料進行創作，增強學生的思考能
力，完成作品並且以口頭表達之溝通能力。

學生經教師及同儕之推薦，共計有52件作品
於聯合科展呈現其成果。

C30027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能善用廚房內器具
2.學生均了解食材名稱與食材運用
3.學生均能妥善運用烹調法(炒.燴.煸.溜.蒸.炸.
涼拌)

1.學生可在時間內完成烹調要求達98%
2.學生可以切割出所指定刀工(絲.片.末.條.指
甲片.滾刀塊)達100%
3.學生均能清楚歸納出重點並做成筆記達
100%

C30028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能善用烘焙教室內器具
2.學生均了解烘焙材料名稱與烘焙材料運用
3.學生均能妥善運用製作烘焙各產品的方法
(餅乾.蛋糕.麵包)

1.學生可在時間內完成產品製作達80%
2.學生均能清楚歸納出重點並做成筆記達
100%

E50001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藉由補助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報名費，可
減輕學生負擔，提升學生報考動機。
2.學生考取乙級證照，可增加升學競爭力，藉
由技優甄審管道，達到多元入學目標。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受補助學生11人，證照考
取人數2人，證照考取率18%。



E50003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學生透過視覺傳達乙級題組練習，學習手繪
草稿和電腦製作完稿的基本要求，包含美學
素養、基本設計、文字造形與編排、印刷概
念、插畫、設計繪畫等應用，對將來其就業
視覺傳達設計人員所需之創意發想與電腦繪
圖製作有著實質的工作能力增進。

視覺傳達設計-插畫PC乙級受補助學生42人，
證照考取人數15人，證照考取率36%。

E50004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藉由補助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報名費，可
減輕學生負擔，提升學生報考動機。
2.學生考取乙級證照，可增加升學競爭力，藉
由技優甄審管道，達到多元入學目標。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受補助學生9人，證照考取
人數2人，證照考取率11%。

E50005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藉由補助會計事務-資訊乙級證照報名費，
可減輕學生負擔，提升學生報考動機。
2.學生考取乙級證照，可增加升學競爭力，藉
由技優甄審管道，達到多元入學目標。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受補助學生12人，證照考
取人數4人，證照考取率33%。

E50006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藉由補助會計事務-資訊乙級證照報名費，
可減輕學生負擔，提升學生報考動機。
2.學生考取乙級證照，可增加升學競爭力，藉
由技優甄審管道，達到多元入學目標。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受補助學生27人，證照考
取人數5人，證照考取率19%。



E50007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藉由補助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報名費，可
減輕學生負擔，提升學生報考動機。
2.學生考取乙級證照，可增加升學競爭力，藉
由技優甄審管道，達到多元入學目標。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受補助學生9人，證照考取
人數6人，證照考取率67%。

E50008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藉由補助會計事務-資訊乙級證照報名費，
可減輕學生負擔，提升學生報考動機。
2.學生考取乙級證照，可增加升學競爭力，藉
由技優甄審管道，達到多元入學目標。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受補助學生5人，證照考取
人數3人，證照考取率60%。

E50009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藉由補助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報名費，可
減輕學生負擔，提升學生報考動機。
2.學生考取乙級證照，可增加升學競爭力，藉
由技優甄審管道，達到多元入學目標。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受補助學生1人，證照考取
人數1人，證照考取率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