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 卓越計畫執行成果
編
流水編號

填報年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號

細部計畫編
號

執行活動名稱

執行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量化)

成效(質化)

104學年度第2學期將辦
理2場講座。 105學年度
第1學期將辦理1場講
座。 經費13484元，104
學年度共使用6524元，
105學年度5819元，
12,343元，剩餘1,141
元。1141元流用至2-3-4
競賽。

達成進度%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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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000000

10512 翻譯系

2

2-1

2-1-3

融合世界公
民素養與職
場倫理於專
業課程

透過講者介紹，讓學生了解
良好的職場倫理，去強化在
職場上的人際關係，有好的
工作態度使個人和公司都主
於不敗之地。

本學程已於105年4月13日
18:30~20:00邀請金亨旅行社楊
淑惠總經理至本校演講，將職場
倫理融合於會展專業課程中。本
次講座共有42位進四技一年
級、四技二年級學生參加。 本
學程已於105年10月4日
18:30~20:00將請華航李武德老
師至本校演講，將職場倫理融合
於觀光專業課程中。 本次講座
共有75位進四技一年級、三年
級學生參加。

透過講者系統化的介紹，將重
要的核心公民素養職場倫理融
合本學位學程的會展課程中，
透過本次的講座學生可獲得專
業知識外，亦能習得職場應有
之倫理道德。 透過講者豐富
的資歷及問卷方式，將重要的
核心公民素養職場倫理融合本
學位學程的觀光課程中，透過
本次的講座學生可獲得專業知
識外，亦能習得職場應有之倫
理道德。

100% 77 - 國際觀
光與會展學
士學位學程

2016/12/31

13484 資料
完整

46

10501000000

10512 翻譯系

2

2-3

2-3-4

全國性/國際 預計於105學年度第1學 1.將由主任及本學程李昭嫻
性競賽
期組團帶領學生參加競 老師帶領3-6位學程參加
賽。 由分項2-1-3流入 「2016我是接班人全國企業
1,141元，合計總預算經 創新競賽」。 透過參加此
費為21141元。 「2016 活動透過企業的出題，學生
我是接班人全國企業創 可提出創新構想與解決辦法
新競賽」，經費預算為 ，並在競賽過程中，激發學
10783元。 「2016南投 生體會創新知識能量，並連
觀光首都盃遊程規劃」 結企業永續發展需求，培育
，經費預算為10358
貢獻社會菁英人才。 2.將
元。
由本學程鄞楷謙老師帶領3
位學生參加「2016南投觀光
首都盃遊程規劃」。透過參
加比賽，學生展現課堂學習
之成果。

將由主任及本學程李昭嫻老師帶
領3-6位學程參加「2016我是接
班人全國企業創新競賽」，期許
能通過初賽並於12月14日(三)參
加決賽，以鼓勵學生多參與競
賽。 將由本學程鄞楷謙老師帶
領3位學生參加「2016南投觀光
首都盃遊程規劃」競賽。已通過
決賽，學生展現課堂學習之成
果。

學生透過競賽能更了解自己的
不足，以及企業所需之人才，
透過競賽激發學生體會創新知
識能量。 學生透過遊程規劃
設計競賽，培養全方面的企劃
能力，已提升學生能力之養
成。

100% 77 - 國際觀
光與會展學
士學位學程

2016/12/31

20000 資料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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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流水編號

填報年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號

細部計畫編
號

執行活動名稱

執行內容

預期成效

成效(量化)

成效(質化)

1.為提升學生國際禮儀接待
之能力，並協助本學位學程
學生通過中國際禮儀接待員
乙級考試，提升就業市場競
爭&#63882;，而開設之
「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證照
輔導班」。 2.於105學年度
第1學期辦理「航空票務證
照考試」輔導班，並輔導學
生考取「航空票務證照」。

達成進度%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

小計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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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000000

10512 翻譯系

4

4-2

4-2-1

專業證照輔
導課程

為提升學生就業市場競
爭&#63882;， 將開辦專
業證照輔導班。 預算經
費為39144元，「國際
禮儀接待員乙級證照輔
導班」已執行14754元
，剩餘24390元。 又因
分項4-3-1(職涯講座)預
算不足，流出1022元。
故剩餘23368元，本次
活動預計執行23368
元。

「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證照輔導
班」之課程時間預計從
105&#63886;4月23日至
105&#63886;4月23日共8小時並
安排下週為證照考試日期，預估
此課程報名人&#63849;為50
人。 1.「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
證照輔導班」之課程時間從
105&#63886;4月23日至
105&#63886;4月23日共8小時並
安排下週為證照考試日期，此課
程報名人&#63849;為53人，出
席人數為32人，其中原因為生
病、臨時有事，未來可以酌收報
名費，以利讓更多教職員參與課
程。並於105年4月30日辦理
「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證照考
試。共21位教職員生應考，19
位取得證照，其中本學位學程師
生占12位。 2.「航空票務證照
考試」輔導班預計於11月26
日、12月2日、12月7日進行證
照班，有38位學生參加。

1.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證照輔
導班是華廈訓評提供專業師資
，課程內容分為知識面、技能
面及態度面，讓學生瞭解國際
禮儀正確規範與融入產業結合
應用，並在證照考試中獲得佳
績。 所謂國際禮儀，就是國
際社會人們日常生活相互往來
所通用之禮儀。 國際社會之
一般禮儀、禮俗和禮節，其主
要涵義是以主人為依循的指隸
屬於該主人所在國家、地區、
民族或跨越區之約定俗成的生
活禮俗與儀式。 教師及學生
透過國際禮儀證照課程更深入
了解禮儀之重要，可融入在生
活及產業上。 2.「航空票務證
照」輔導班為提升本校觀光與
會展學位學程教職員生國際航
空票務訂位之能力，藉由對航
空票務訂位系統的認識與操作
，有助於國際旅遊市場有更深
入之認識，並且，訂位系統的
操作為進入旅遊業的重要關鍵
，各大旅行社在員工甄試上，
持有票務訂位認證者將優先錄
取。

100% 77 - 國際觀
光與會展學
士學位學程

2016/12/31

39144 資料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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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000000

10512 翻譯系

4

4-3

4-3-1

就業輔導座
談會

預計於105學年度第1學 於105年11月30日邀請媽咪 本學程將邀媽咪樂居家服務集團
期辦理2場職涯講座。 樂居家服務集團 龍耀宗總 龍耀宗 總經理至本校演講，將
原規劃2小時，改為4小 經理辦理就業輔導座談會。 職場倫理理念融合於專業知識。
時，不足鐘點費由分項
預計於105年11月30日
4-2-1(專業證照輔導課
18:30~20:00至本校進四技一年
程)流用，共流用1022
級及二年級75位學生參與本次
元。預計經費為7022
講座。 邀請媽咪樂居家服務集
元。
團龍耀宗總經理105年11月30日
18:30~20:00至本校進四技一年
級至三年級師生共87位參與本
次講座。

透過故事及影片帶入的方式，
深入淺出將重要的職場倫理及
踏入職場的基本素質帶進課程
中，透過本課程讓學生獲得專
業知識，並習得職場應有的倫
理道德。

100% 77 - 國際觀
光與會展學
士學位學程

2016/12/31

6000 資料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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