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基本資料壹、基本資料

一、學制規模 調查基準日：2020-07-02
學制 總班級數 總學生數 備註
進修部 12班 189人

專業群科-日間部 48班 1726人



二、學校群別、科別、班級數及學生數 調查基準日：2020-07-02
群別 科別

(學程)
所屬
學制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合計
班
級

人
數

班
級

人
數

班
級

人
數

班
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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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專業群科-日間部 4 146 4 144 4 146 12 436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專業群科-日間部 3 105 3 102 3 100 9 307
商業與管理群 會計事務科 專業群科-日間部 1 35 1 36 1 33 3 104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專業群科-日間部 2 76 2 66 2 74 6 216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專業群科-日間部 2 76 2 71 2 76 6 223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專業群科-日間部 2 73 2 71 2 70 6 214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專業群科-日間部 2 76 2 75 2 75 6 226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進修部 1 15 1 15 1 13 3 43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進修部 1 15 1 13 1 11 3 39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進修部 1 15 1 19 1 10 3 44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進修部 1 20 1 21 1 22 3 63



三、學生畢業進路 調查基準日：2020-07-02
近兩年日間部(含實用技能學程)學生畢業進路與考證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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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112 301 0 10 291 0 1 0 98 1 89.3% 2 1.8% 0 0.0%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149 369 0 8 361 0 9 0 113 0 81.9% 2 1.3% 0 0.0%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40 122 0 10 112 0 3 0 36 0 97.5% 0 0.0% 0 0.0%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78 172 0 27 145 0 2 0 69 1 92.3% 1 1.3% 0 0.0%

專業群科-日間部
外語群/應用英語科 77 21 0 1 20 0 4 0 65 0 89.6% 3 3.9% 0 0.0%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78 137 0 40 97 0 8 0 66 2 97.4% 1 1.3% 0 0.0%

專業群科-日間部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76 213 0 1 212 0 3 0 67 4 97.4% 4 5.3% 0 0.0%

合計 610 1335 0 97 1238 0 30 0 514 8 90.5% 13 2.1% 0 0.0%



近兩年日間部(含實用技能學程)學生畢業進路與考證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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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110 110 0 7 231 0 16 0 86 2 94.5% 3 2.7% 3 2.7%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146 146 0 15 345 0 21 0 116 0 93.8% 1 0.7% 8 5.5%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39 39 0 3 92 0 3 0 31 1 89.7% 0 0.0% 4 10.3%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78 78 0 11 138 0 5 0 65 1 91.0% 4 5.1% 3 3.8%

專業群科-日間部
外語群/應用英語科 74 74 0 0 23 0 7 0 62 0 93.2% 1 1.4% 4 5.4%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81 81 0 5 88 0 7 0 71 0 96.3% 1 1.2% 2 2.5%

專業群科-日間部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79 79 0 0 227 0 4 0 71 2 97.5% 1 1.3% 1 1.3%

實用技能學程
設計群/廣告技術科 10 8 0 0 8 0 0 0 0 7 70.0% 2 20.0% 1 10.0%

進修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5 3 0 0 6 0 0 0 0 2 40.0% 3 60.0% 0 0.0%

進修部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12 13 0 0 24 0 0 0 0 7 58.3% 3 25.0% 2 16.7%

進修部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9 10 0 0 15 0 0 0 1 2 33.3% 5 55.6% 1 11.1%

進修部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12 9 0 0 15 0 0 0 0 2 16.7% 10 83.3% 0 0.0%

合計 655 650 0 41 1212 0 63 0 503 26 90.4% 34 5.2% 29 4.4%



備註：若考取的證照為其他等級 (非甲乙丙級)，請在此備註各科各級別分別考取張數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參、申請總表參、申請總表 
編號編號 學制科別學制科別 年級年級

(班別班別)
學生學生
人數人數

(男男/女女)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
專業證照訓練名稱專業證照訓練名稱 /
專業證照檢定名稱專業證照檢定名稱

辦理辦理
年度年度

C30001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3年甲班 38

(21/17) 專題實作II 110

C30002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3年乙班 36

(17/19) 專題實作II 110

C30003 專業群科-日間部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2年甲班 36

(4/32) 烹調實習I 109

C30004 專業群科-日間部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2年乙班 35

(11/24) 烹調實習I 109

C30005 專業群科-日間部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2年甲班 36

(4/32) 專題實作 110

C30006 專業群科-日間部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2年乙班 35

(11/24) 專題實作 110

C30007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2年甲班 36

(10/26) 專題實作 110

C30008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2年乙班 36

(10/26) 專題實作 110

C30009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2年丙班 36

(10/26) 專題實作 110

C30010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年甲班 37

(11/26) 人像攝影寫真I 109

C30011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年乙班 36

(10/26) 人像攝影寫真I 109

C30012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年甲班 37

(11/26) 插畫I 109

C30013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年乙班 36

(10/26) 插畫I 109

C30014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年甲班 37

(11/26)
專題製作II 110

C30015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年乙班 36

(10/26) 專題製作II 110



編號編號 學制科別學制科別 年級年級
(班別班別)

學生學生
人數人數

(男男/女女)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
專業證照訓練名稱專業證照訓練名稱 /
專業證照檢定名稱專業證照檢定名稱

辦理辦理
年度年度

C30016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3年甲班 36

(7/29) 專題實作II 110

C30017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3年乙班 37

(7/30) 專題實作II 110

C30018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3年丙班 35

(6/29) 專題實作II 110

C30019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3年丁班 37

(7/30) 專題實作II 110

C30020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2年甲班 37

(8/29) 商品解說技巧訓練 109

C30021 進修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3年甲班 13

(4/9) 行銷學I 109

C30022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2年甲班 35

(9/26) 創意思考實作 109

C30023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年甲班 37

(11/26) 電腦繪圖II 110

C30024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2年甲班 36

(10/26) 專題實作 110

C30025 專業群科-日間部
外語群/應用英語科 3年甲班 34

(6/28) 專題製作II 110

C30026 專業群科-日間部
外語群/應用英語科 3年乙班 36

(7/29) 專題製作II 110

C30027 進修部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3年甲班 22

(9/13) 中餐烹飪I 109

C30028 進修部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3年甲班 22

(9/13) 烘焙I 109

C30029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年乙班 36

(10/26) 電腦繪圖II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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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編號 學制科別學制科別 年級年級
(班別班別)

學生學生
人數人數

(男男/女女)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
專業證照訓練名稱專業證照訓練名稱 /
專業證照檢定名稱專業證照檢定名稱

辦理辦理
年度年度

E50002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3 14

(5/9)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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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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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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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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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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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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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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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學生人數(男/女) 1126(313/813)人



規劃表規劃表

    (一)實習材料費規劃表
        1. 實習材料費(C30001)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01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3年甲班 38(21/17)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專題實作II 校訂必修 0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專題實作旨在符應職場專業需求，以培養學生統整、創造及邏輯等能力，並期
許學生將所學之專業知識，具有初步的應用機會，使理論與實務得以相結合。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激發學生創意創新的興趣，並且訓練其思考及創造力。
2.訓練學生整合資訊及邏輯架構之能力，進而養成研究之精神。
3.訓練學生實作及表達之能力。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1.培養創新思考模式，具備創意之實作能力。
2.藉由科技知識加以整合，具備統整及邏輯之能力。
3.具備職場人際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

(C30001)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15,200 製作專題作品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2. 實習材料費(C30002)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02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3年乙班 36(17/19)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專題實作II 校訂必修 1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專題實作旨在符應職場專業需求，以培養學生統整、創造及邏輯等能力，並期
許學生將所學之專業知識，具有初步的應用機會，使理論與實務得以相結合。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激發學生創意創新的興趣，並且訓練其思考及創造力。
2.訓練學生整合資訊及邏輯架構之能力，進而養成研究之精神。
3.訓練學生實作及表達之能力。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1.培養創新思考模式，具備創意之實作能力。
2.藉由科技知識加以整合，具備統整及邏輯之能力。
3.具備職場人際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

(C30002)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15,200 製作專題作品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3. 實習材料費(C30003)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03 專業群科-日間部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2年甲班 36(4/32)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烹調實習I 校訂選修 0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培養學生瞭解中餐烹調必備之相關專業知識與技能，熟練各種食材材料、刀工
及基本烹飪法，進而養成良好衛生習慣、團隊合作學習與積極負責的工作態
度，並通過中餐烹飪丙級檢定，增加未來職業發展的選擇。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刀工認識。
2.食材認識。
3.檢定內容及課程之教學。
4.檢定內容及課程之練習。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進行中餐烹飪課程後，至業界職場上可更快速與職場職位接軌，若於廚房內場
中，能進行中餐菜餚的製作。

(C30003)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13,700 生鮮食材、調味料等材料費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4. 實習材料費(C30004)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04 專業群科-日間部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2年乙班 35(11/24)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烹調實習I 校訂選修 1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培養學生瞭解中餐烹調必備之相關專業知識與技能，熟練各種食材材料、刀工
及基本烹飪法，進而養成良好衛生習慣、團隊合作學習與積極負責的工作態
度，並通過中餐烹飪丙級檢定，增加未來職業發展的選擇。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刀工認識。
2.食材認識。
3.檢定內容及課程之教學。
4.檢定內容及課程之練習。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進行中餐烹飪課程後，至業界職場上可更快速與職場職位接軌，若於廚房內場
中，能進行中餐菜餚之製作。

(C30004)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13,300 生鮮食材、調味料等材料費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5. 實習材料費(C30005)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05 專業群科-日間部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2年甲班 36(4/32)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專題實作 校訂必修 0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專題實作旨在符應職場專業需求，以培養學生統整、創造及邏輯等能力，並期
許學生將所學之專業知識，具有初步的應用機會，使理論與實務得以相結合。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激發學生創意創新的興趣，並且訓練其思考及創造力。
2.訓練學生整合資訊及邏輯架構之能力，進而養成研究之精神。
3.訓練學生簡報製作及口語表達之能力。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1.培養創新思考模式，具備創意之實作能力。
2.藉由科技知識加以整合，具備統整及邏輯之能力。
3.具備職場人際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

(C30005)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9,500 製作專題作品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6. 實習材料費(C30006)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06 專業群科-日間部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2年乙班 35(11/24)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專題實作 校訂必修 1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專題實作旨在符應職場專業需求，以培養學生統整、創造及邏輯等能力，並期
許學生將所學之專業知識，具有初步的應用機會，使理論與實務得以相結合。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激發學生創意創新的興趣，並且訓練其思考及創造力。
2.訓練學生整合資訊及邏輯架構之能力，進而養成研究之精神。
3.訓練學生簡報製作及口語表達之能力。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1.培養創新思考模式，具備創意之實作能力。
2.藉由科技知識加以整合，具備統整及邏輯之能力。
3.具備職場人際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

(C30006)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9,500 製作專題作品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7. 實習材料費(C30007)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07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2年甲班 36(10/26)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專題實作 校訂必修 1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專題實作旨在符應職場專業需求，以培養學生統整、創造及邏輯等能力，並期
許學生將所學之專業知識，具有初步的應用機會，使理論與實務得以相結合。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激發學生創意創新的興趣，並且訓練其思考及創造力。
2.訓練學生整合資訊及邏輯架構之能力，進而養成研究之精神。
3.訓練學生簡報製作及口語表達之能力。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1.培養創新思考模式，具備創意之實作能力。
2.藉由科技知識加以整合，具備統整及邏輯之能力。
3.具備職場人際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C30007)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7,600 製作專題作品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8. 實習材料費(C30008)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08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2年乙班 36(10/26)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專題實作 校訂必修 1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專題實作旨在符應職場專業需求，以培養學生統整、創造及邏輯等能力，並期
許學生將所學之專業知識，具有初步的應用機會，使理論與實務得以相結合。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激發學生創意創新的興趣，並且訓練其思考及創造力。
2.訓練學生整合資訊及邏輯架構之能力，進而養成研究之精神。
3.訓練學生簡報製作及口語表達之能力。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1.培養創新思考模式，具備創意之實作能力。
2.藉由科技知識加以整合，具備統整及邏輯之能力。
3.具備職場人際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C30008)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7,600 製作專題作品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9. 實習材料費(C30009)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09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2年丙班 36(10/26)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專題實作 校訂必修 1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專題實作旨在符應職場專業需求，以培養學生統整、創造及邏輯等能力，並期
許學生將所學之專業知識，具有初步的應用機會，使理論與實務得以相結合。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激發學生創意創新的興趣，並且訓練其思考及創造力。
2.訓練學生整合資訊及邏輯架構之能力，進而養成研究之精神。
3.訓練學生簡報製作及口語表達之能力。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1.培養創新思考模式，具備創意之實作能力。
2.藉由科技知識加以整合，具備統整及邏輯之能力。
3.具備職場人際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C30009)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7,600 製作專題作品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10. 實習材料費(C30010)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10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年甲班 37(11/26)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人像攝影寫真I 校訂選修 1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商業廣告、攝影及影音編輯專業技術人才。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數位相機實拍練習。
2.基礎光圈、快門拍攝練習。
3.主題人物攝影練習。
4.主題校景實拍練習。
5.閃燈人物攝影實作。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培養設計相關攝影數位科技應用能力及具備攝影設備操作及影音創作能力。

(C30010)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14,100 攝影課程與成果展示所需相關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11. 實習材料費(C30011)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11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年乙班 36(10/26)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人像攝影寫真I 校訂選修 0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商業廣告、攝影及影音編輯專業技術人才。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數位相機實拍練習。
2.基礎光圈、快門拍攝練習。
3.主題人物攝影練習。
4.主題校景實拍練習。
5.閃燈人物攝影實作。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培養設計相關攝影數位科技應用能力及具備攝影設備操作及影音創作能力。

(C30011)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13,700 攝影課程與成果展示所需相關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12. 實習材料費(C30012)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12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年甲班 37(11/26)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插畫I 校訂選修 1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商業廣告、產品設計、動畫製作、地景彩繪前置作業。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炭筆素描實物練習。
2.金屬媒材彩繪實物練習。
3.水彩練習與創作。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培養學生專業手繪能力，商業廣告、產品設計與產品規劃設計圖。

(C30012)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15,200 手繪表現技法及插畫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13. 實習材料費(C30013)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13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年乙班 36(10/26)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插畫I 校訂選修 0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商業廣告、產品設計、動畫製作、地景彩繪前置作業。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炭筆素描實物練習。
2.金屬媒材彩繪實物練習。
3.水彩練習與創作。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培養學生專業手繪能力，商業廣告、產品設計與產品規劃設計圖。

(C30013)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15,200 手繪表現技法及插畫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14. 實習材料費(C30014)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14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年甲班 37(11/26)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專題製作II 校訂必修 1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電腦繪圖、影片製作、商業廣告、產品設計、圖文排版、印刷輸出知能。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展場規劃。
2.商品設計。 
3.平面設計。
4.印前製程。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培養學生專業商業廣告設計知能，了解平面說圖文編排與印前製程專業能力，
商品設計流程與成品製作，並擁有展場規劃能力。

(C30014)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15,200 製作專題作品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15. 實習材料費(C30015)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15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年乙班 36(10/26)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專題製作II 校訂必修 0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電腦繪圖、影片製作、商業廣告、產品設計、圖文排版、印刷輸出知能。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展場規劃。
2.商品設計。 
3.平面設計。
4.印前製程。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培養學生專業商業廣告設計知能，了解平面說圖文編排與印前製程專業能力，
商品設計流程與成品製作，並擁有展場規劃能力。

(C30015)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15,200 製作專題作品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16. 實習材料費(C30016)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16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3年甲班 36(7/29)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專題實作II 校訂必修 1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專題實作旨在符應職場專業需求，以培養學生統整、創造及邏輯等能力，並期
許學生將所學之專業知識，具有初步的應用機會，使理論與實務得以相結合。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激發學生創意創新的興趣，並且訓練其思考及創造力。
2.訓練學生整合資訊及邏輯架構之能力，進而養成研究之精神。
3.訓練學生實作及表達之能力。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1.培養創新思考模式，具備創意之實作能力。
2.藉由科技知識加以整合，具備統整及邏輯之能力。
3.具備職場人際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C30016)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5,700 製作專題作品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17. 實習材料費(C30017)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17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3年乙班 37(7/30)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專題實作II 校訂必修 0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專題實作旨在符應職場專業需求，以培養學生統整、創造及邏輯等能力，並期
許學生將所學之專業知識，具有初步的應用機會，使理論與實務得以相結合。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激發學生創意創新的興趣，並且訓練其思考及創造力。
2.訓練學生整合資訊及邏輯架構之能力，進而養成研究之精神。
3.訓練學生實作及表達之能力。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1.培養創新思考模式，具備創意之實作能力。
2.藉由科技知識加以整合，具備統整及邏輯之能力。
3.具備職場人際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C30017)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5,700 製作專題作品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18. 實習材料費(C30018)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18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3年丙班 35(6/29)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專題實作II 校訂必修 0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專題實作旨在符應職場專業需求，以培養學生統整、創造及邏輯等能力，並期
許學生將所學之專業知識，具有初步的應用機會，使理論與實務得以相結合。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激發學生創意創新的興趣，並且訓練其思考及創造力。
2.訓練學生整合資訊及邏輯架構之能力，進而養成研究之精神。
3.訓練學生實作及表達之能力。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1.培養創新思考模式，具備創意之實作能力。
2.藉由科技知識加以整合，具備統整及邏輯之能力。
3.具備職場人際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C30018)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5,700 製作專題作品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19. 實習材料費(C30019)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19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3年丁班 37(7/30)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專題實作II 校訂必修 0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專題實作旨在符應職場專業需求，以培養學生統整、創造及邏輯等能力，並期
許學生將所學之專業知識，具有初步的應用機會，使理論與實務得以相結合。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激發學生創意創新的興趣，並且訓練其思考及創造力。
2.訓練學生整合資訊及邏輯架構之能力，進而養成研究之精神。
3.訓練學生實作及表達之能力。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1.培養創新思考模式，具備創意之實作能力。
2.藉由科技知識加以整合，具備統整及邏輯之能力。
3.具備職場人際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C30019)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5,700 製作專題作品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20. 實習材料費(C30020)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20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2年甲班 37(8/29)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商品解說技巧訓練 校訂選修 0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本課科目標為培養國際貿易會展產業人才，主要教學目標為商品陳列概念及商
品解說技巧，藉由課堂分組練習觀摩與模擬實習訓練，加強學生商品展示規
劃、展示能力與口說表達能力；學生需於本學期完成指定之商品陳列與商品解
說報告。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商品解說示範。
2.實地製作各組商品所需的陳列道具。
3.分組練習展場陳列桌的佈置。
4.分組商品解說實作發表。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培養學生於國際商品展覽會議的參展能力，能自行規劃產品陳列、布置設計與
解說能力。

(C30020)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7,600 商品解說技巧訓練課程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21. 實習材料費(C30021)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21 進修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3年甲班 13(4/9)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行銷學I 校訂選修 1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行銷學旨在符應職場專業需求，以培養學生行銷創意、創造思考及統整邏輯等
能力，並期許學生將所學之專業知識，具有初步的應用機會，使理論與實務得
以相結合。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訓練學生具備行銷相關基本觀念，如：內外部環境分析、SWOT、STP、4P
等。
2.訓練學生具備行銷專案規劃及邏輯架構之能力。
3.訓練學生具備行銷創意激發與表達之能力。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1.具備創意激發與口語表達之實作能力。
2.具備邏輯架構之行銷專案規劃能力。
3.具備職場人際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C30021)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4,900 行銷學課程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22. 實習材料費(C30022)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22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2年甲班 35(9/26)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創意思考實作 校訂選修 1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商業經營科以培養門市管理、行銷企劃、金融理財及現代商業領域之基礎經營
人才，且具有職業道德與終身學習素養之能力為目標。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訓練學生運用創意思考工具進行創意發想。
2.訓練學生團隊學習及合作分工架構創新方案。
3.訓練學生進行創意取材並組合素材提升效用。
4.訓練學生口語或肢體表達創意思考之技巧。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1.具備運用創意思考工具進行創意發想之能力。
2.具備分工合作及團隊學習之人際溝通之能力。
3.具備創意取材及組織素材架構之能力。
4.具備口語或肢體表達創意思考技巧之能力。

(C30022)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7,600 創意思考實作課程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23. 實習材料費(C30023)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23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年甲班 37(11/26)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電腦繪圖II 校訂選修 1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商業廣告、平面設計及視覺設計、電腦繪圖及數位插畫業界技術人才。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軟體應用的基礎介紹與工具操作應用。
2.透過範例練習提昇軟體的技能與美感經驗。
3.作業實務→成果展出→評圖回饋。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在電繪課程中，規劃介紹影像處理Photoshop、美術設計 Illustrator等專業
軟體。Photoshop在設計業界是必備的影像處理軟體，而Illustrator在電子
媒體與網路分享概念下，更將成為未來職能的新寵；課程規劃的目標在加強學
生的軟體應用，整合個人的影像創意，進而增強其未來的競爭力。

(C30023)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15,200 電腦繪圖課程與成果展示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24. 實習材料費(C30024)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24 專業群科-日間部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2年甲班 36(10/26)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專題實作 校訂必修 1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專題實作旨在符應職場專業需求，以培養學生統整、創造及邏輯等能力，並期
許學生將所學之專業知識，具有初步的應用機會，使理論與實務得以相結合。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激發學生創意創新的興趣，並且訓練其思考及創造力。
2.訓練學生整合資訊及邏輯架構之能力，進而養成研究之精神。
3.訓練學生簡報製作及口語表達之能力。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1.培養創新思考模式，具備創意之實作能力。
2.藉由科技知識加以整合，具備統整及邏輯之能力。
3.具備職場人際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C30024)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7,600 製作專題作品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25. 實習材料費(C30025)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25 專業群科-日間部外語群應用英語科 3年甲班 34(6/28)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專題製作II 校訂必修 0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專題實作旨在符應職場專業需求，以培養學生統整、創造及邏輯等能力，並期
許學生將所學之專業知識，具有初步的應用機會，使理論與實務得以相結合。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激發學生創意創新的興趣，並且訓練其思考及創造力。
2.訓練學生整合資訊及邏輯架構之能力，進而養成研究之精神。
3.訓練學生簡報製作及口語表達之能力。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1.培養創新思考模式，具備創意之實作能力。
2.藉由科技知識加以整合，具備統整及邏輯之能力。
3.具備職場人際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

(C30025)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7,600 製作專題作品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26. 實習材料費(C30026)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26 專業群科-日間部外語群應用英語科 3年乙班 36(7/29)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專題製作II 校訂必修 0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專題實作旨在符應職場專業需求，以培養學生統整、創造及邏輯等能力，並期
許學生將所學之專業知識，具有初步的應用機會，使理論與實務得以相結合。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激發學生創意創新的興趣，並且訓練其思考及創造力。
2.訓練學生整合資訊及邏輯架構之能力，進而養成研究之精神。
3.訓練學生簡報製作及口語表達之能力。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1.培養創新思考模式，具備創意之實作能力。
2.藉由科技知識加以整合，具備統整及邏輯之能力。
3.具備職場人際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

(C30026)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7,600 製作專題作品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27. 實習材料費(C30027)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27 進修部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3年甲班 22(9/13)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中餐烹飪I 校訂選修 0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培養學生瞭解中餐烹飪必備之相關專業知識與技能，熟練各種食材材料、刀工
及基本烹飪法，進而養成良好衛生習慣、團隊合作學習與積極負責的工作態
度，並通過中餐烹飪丙級檢定，增加未來職業發展的選擇。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刀工認識。
2.食材認識。
3.檢定內容及課程之教學。
4.檢定內容及課程之練習。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進行中餐烹飪課程後，至業界職場上可更快速與職場職位接軌，若於廚房內場
中，能進行中餐菜餚的製作。

(C30027)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12,500 生鮮食材、調味料等材料費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28. 實習材料費(C30028)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28 進修部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3年甲班 22(9/13)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烘焙I 校訂選修 0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培養學生瞭解麵包西點製作必備之相關專業知識與技能，熟練各種烘焙材料、
器具及製作方法，進而養成良好衛生習慣、團隊合作學習與積極負責的工作態
度，並通過烘焙相關檢定，增加未來職業發展的選擇。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烘焙食材認識。
2.烘焙器具及機具認識與正確使用方式。
3.內容及製作課程之教學。
4.各項烘焙產品製作之練習。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進行烘焙實習課程後，至業界職場上可更快速與職場職位接軌，若於西點麵包

內場中，能進行烘焙產品的製作。

(C30028)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12,500 烘焙食材等材料費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29. 實習材料費(C30029)

編號編號 科別學程科別學程 年級班別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C30029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年乙班 36(10/26)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課程屬性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電腦繪圖II 校訂選修 0

設科目標所對應之設科目標所對應之
職場或職務內容職場或職務內容 商業廣告、平面設計及視覺設計、電腦繪圖及數位插畫業界技術人才。

課程訓練內容課程訓練內容
1.軟體應用的基礎介紹與工具操作應用。
2.透過範例練習提昇軟體的技能與美感經驗。
3.作業實務→成果展出→評圖回饋。

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實習課程與職場能力
之對應關係之對應關係

在電繪課程中，規劃介紹影像處理Photoshop、美術設計 Illustrator等專業
軟體。Photoshop在設計業界是必備的影像處理軟體，而Illustrator在電子
媒體與網路分享概念下，更將成為未來職能的新寵；課程規劃的目標在加強學
生的軟體應用，整合個人的影像創意，進而增強其未來的競爭力。

(C30029)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金額金額 說明說明
材料費 15,200 電腦繪圖課程與成果展示所需之耗材與作品輸出

附件附件
■■ 1. 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課程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請標註該實習課程請標註該實習課程 )
■■ 2. 實習課程進度表實習課程進度表



 
    (二)專業證照訓練材料費



    (三)證照考試報名費
  1.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1)

編號編號 學制科別學制科別 年級年級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E50001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3 25

(13/12)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專業證照專業證照

訓練名稱訓練名稱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11800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0

證照考試證照考試
報名費用報名費用 25,000

是否申請過是否申請過
訓練材料費訓練材料費
補助補助

否

預估報名時間預估報名時間 2020-09-18 預估考試時間預估考試時間 2020-10-23
近近2年年
報考人數報考人數

107年：40
106年：50

近近2年取得年取得
證照人數證照人數

107年：11
106年：26

證照考試與證照考試與
所對應產業別所對應產業別
技能相關性技能相關性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主要檢定學生在資料庫、試算表、文書處理的應用能力，屬於辦公室應用軟體的範
疇，於電腦軟體服務業、多媒體相關產業、數位內容產業、電腦及周邊設備製造業、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等
職場所需具備之能力。

E50001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單價單價 數量數量 合計合計 說明說明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000 25 25,000 補助每位學生報名費1000元

附件附件 ■■ 1. 學生參與名冊學生參與名冊



  2.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2)

編號編號 學制科別學制科別 年級年級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E50002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3 14

(5/9)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專業證照專業證照

訓練名稱訓練名稱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10 11800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0

證照考試證照考試
報名費用報名費用 14,000

是否申請過是否申請過
訓練材料費訓練材料費
補助補助

否

預估報名時間預估報名時間 2021-02-20 預估考試時間預估考試時間 2021-03-30
近近2年年
報考人數報考人數

107年：40
106年：50

近近2年取得年取得
證照人數證照人數

107年：11
106年：26

證照考試與證照考試與
所對應產業別所對應產業別
技能相關性技能相關性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主要檢定學生在資料庫、試算表、文書處理的應用能力，屬於辦公室應用軟體的範
疇，於電腦軟體服務業、多媒體相關產業、數位內容產業、電腦及周邊設備製造業、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等
職場所需具備之能力。

E50002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單價單價 數量數量 合計合計 說明說明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000 14 14,000 補助每位學生報名費1000元

附件附件 ■■ 1. 學生參與名冊學生參與名冊



  3.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3)

編號編號 學制科別學制科別 年級年級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E50003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30

(6/24)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專業證照專業證照

訓練名稱訓練名稱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20104視覺傳達設計-插畫PC乙級 1

證照考試證照考試
報名費用報名費用 30,000

是否申請過是否申請過
訓練材料費訓練材料費
補助補助

否

預估報名時間預估報名時間 2020-09-01 預估考試時間預估考試時間 2020-11-01
近近2年年
報考人數報考人數

107年：30
106年：30

近近2年取得年取得
證照人數證照人數

107年：5
106年：9

證照考試與證照考試與
所對應產業別所對應產業別
技能相關性技能相關性

視覺傳達設計-插畫PC乙級檢定主要檢定學生在電腦印前製作、視覺構成、設計藝術製作的應用能力，屬
於視覺傳達設計人員應具備的職場能力範疇。

E50003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單價單價 數量數量 合計合計 說明說明

視覺傳達設計-插畫PC乙級 1,000 30 30,000 補助每位學生報名費1000元

附件附件 ■■ 1. 學生參與名冊學生參與名冊



  4.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4)

編號編號 學制科別學制科別 年級年級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E50004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3 13

(8/5)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專業證照專業證照

訓練名稱訓練名稱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11800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

證照考試證照考試
報名費用報名費用 13,000

是否申請過是否申請過
訓練材料費訓練材料費
補助補助

否

預估報名時間預估報名時間 2020-09-18 預估考試時間預估考試時間 2020-10-23
近近2年年
報考人數報考人數

107年：10
106年：17

近近2年取得年取得
證照人數證照人數

107年：4
106年：8

證照考試與證照考試與
所對應產業別所對應產業別
技能相關性技能相關性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主要檢定學生在資料庫、試算表、文書處理的應用能力，屬於辦公室應用軟體的範
疇，於電腦軟體服務業、多媒體相關產業、數位內容產業、電腦及周邊設備製造業、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等
職場所需具備之能力。

E50004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單價單價 數量數量 合計合計 說明說明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000 13 13,000 補助每位學生報名費1000元

附件附件 ■■ 1. 學生參與名冊學生參與名冊



  5.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5)

編號編號 學制科別學制科別 年級年級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E50005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3 12

(3/9)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專業證照專業證照

訓練名稱訓練名稱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14902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1

證照考試證照考試
報名費用報名費用 12,000

是否申請過是否申請過
訓練材料費訓練材料費
補助補助

否

預估報名時間預估報名時間 2020-08-27 預估考試時間預估考試時間 2020-11-01
近近2年年
報考人數報考人數

107年：9
106年：18

近近2年取得年取得
證照人數證照人數

107年：2
106年：8

證照考試與證照考試與
所對應產業別所對應產業別
技能相關性技能相關性

會計資訊乙級為記帳士、會計師事務所及各企業之會計相關從業人員所需具備之財務資訊分析、會計資訊
軟體之應用能力。

E50005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單價單價 數量數量 合計合計 說明說明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1,000 12 12,000 補助每位學生報名費1000元

附件附件 ■■ 1. 學生參與名冊學生參與名冊



  6.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6)

編號編號 學制科別學制科別 年級年級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E50006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3 21

(6/15)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專業證照專業證照

訓練名稱訓練名稱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14902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0

證照考試證照考試
報名費用報名費用 21,000

是否申請過是否申請過
訓練材料費訓練材料費
補助補助

否

預估報名時間預估報名時間 2020-08-27 預估考試時間預估考試時間 2020-11-01
近近2年年
報考人數報考人數

107年：10
106年：10

近近2年取得年取得
證照人數證照人數

107年：7
106年：4

證照考試與證照考試與
所對應產業別所對應產業別
技能相關性技能相關性

會計資訊乙級為記帳士、會計師事務所及各企業之會計相關從業人員所需具備之財務資訊分析、會計資訊
軟體之應用能力。

E50006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單價單價 數量數量 合計合計 說明說明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1,000 21 21,000 補助每位學生報名費1000元

附件附件 ■■ 1. 學生參與名冊學生參與名冊



  7.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7)

編號編號 學制科別學制科別 年級年級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E50007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3 9

(1/8)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專業證照專業證照

訓練名稱訓練名稱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11800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0

證照考試證照考試
報名費用報名費用 9,000

是否申請過是否申請過
訓練材料費訓練材料費
補助補助

否

預估報名時間預估報名時間 2020-09-18 預估考試時間預估考試時間 2020-10-23
近近2年年
報考人數報考人數

107年：12
106年：17

近近2年取得年取得
證照人數證照人數

107年：9
106年：11

證照考試與證照考試與
所對應產業別所對應產業別
技能相關性技能相關性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主要檢定學生在資料庫、試算表、文書處理的應用能力，屬於辦公室應用軟體的範
疇，於電腦軟體服務業、多媒體相關產業、數位內容產業、電腦及周邊設備製造業、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等
職場所需具備之能力。

E50007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單價單價 數量數量 合計合計 說明說明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000 9 9,000 補助每位學生報名費1000元

附件附件 ■■ 1. 學生參與名冊學生參與名冊



  8.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8)

編號編號 學制科別學制科別 年級年級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E50008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3 5

(0/5)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專業證照專業證照

訓練名稱訓練名稱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14902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1

證照考試證照考試
報名費用報名費用 5,000

是否申請過是否申請過
訓練材料費訓練材料費
補助補助

否

預估報名時間預估報名時間 2020-08-27 預估考試時間預估考試時間 2020-11-01
近近2年年
報考人數報考人數

107年：6
106年：17

近近2年取得年取得
證照人數證照人數

107年：1
106年：4

證照考試與證照考試與
所對應產業別所對應產業別
技能相關性技能相關性

會計資訊乙級為記帳士、會計師事務所及各企業之會計相關從業人員所需具備之財務資訊分析、會計資訊
軟體之應用能力。

E50008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單價單價 數量數量 合計合計 說明說明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1,000 5 5,000 補助每位學生報名費1000元

附件附件 ■■ 1. 學生參與名冊學生參與名冊



  9. 證照考試報名費(E50009)

編號編號 學制科別學制科別 年級年級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男男/女女)

E50009 專業群科-日間部
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3 1

(0/1)
辦理年度辦理年度 專業證照專業證照

訓練名稱訓練名稱 原住民學生數原住民學生數

109 11800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0

證照考試證照考試
報名費用報名費用 1,000

是否申請過是否申請過
訓練材料費訓練材料費
補助補助

否

預估報名時間預估報名時間 2020-09-18 預估考試時間預估考試時間 2020-10-23
近近2年年
報考人數報考人數

107年：10
106年：11

近近2年取得年取得
證照人數證照人數

107年：2
106年：4

證照考試與證照考試與
所對應產業別所對應產業別
技能相關性技能相關性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主要檢定學生在資料庫、試算表、文書處理的應用能力，屬於辦公室應用軟體的範
疇，於電腦軟體服務業、多媒體相關產業、數位內容產業、電腦及周邊設備製造業、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等
職場所需具備之能力。

E50009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單價單價 數量數量 合計合計 說明說明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000 1 1,000 補助每位學生報名費1000元

附件附件 ■■ 1. 學生參與名冊學生參與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