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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5年教學卓越計畫【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執行 

編 號 
E0202 計畫名稱 邁向尖峰-社團職涯講座 

執行單位 新竹校區學務處課外組 執行負責人 盧○心 

聯 絡 人 盧○心 分 機 1○48 電子郵件 s○ndy106@cute.edu.tw 

計畫執行

時 間 

自 105 
年 

4 
月 

20 
日 

14 
時 

50 
分 

起 

至 105 4 20 17 20 止 

計畫執行

地 點 

□台北校區 ■新竹校區 □其他 預估學生參加人數 40人 

學以軒大樓 展演廳 預估教師參加人數 人 

計畫執行

成 果 

（可複選） 

□研討會（□校內 □校際，參加對象：□教師 □學生，共計    場   人） 

■講座  （■校內 □校際，參加對象：□教師 ■學生，共計 1 場 17 人） 

□校外實習輔導（參加學生：______位，合計學生實習時數：______小時） 

□校外企業見習（參加學生：______位，合計學生見習時數：______小時） 

□業師協同教學 

1. 配合課程 

    □系專業選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專業必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授課系級：__________系______年______班 

3. 邀請業師：______位、參加學生：______位、授課時數：______小時 

    □一般業師_____人，□企業夥伴_____人，□合作企業_____人) 

□雙師實務專題輔導 

1. 配合課程 

    □系專業必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授課系級：__________系______年______班 

3. 邀請業師：______位、輔導學生：______組、輔導次數：______次 

□學生證照輔導(請參閱中國科技大學證照分列表 

1. 證照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發照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證照級別： 

校級證照：□資訊基礎 □資訊核心 □語文基礎 □語文核心 □拔尖 

系級證照：□專業基礎 □專業核心 □其他認可證照 

4. 證照類別：□語言 □資訊 □商管 □設計 □工程 □政府機關 □其他 

5. 證照屬性：□國際 □國內 

6. 參加學生：______位，輔導時數：______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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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5年教學卓越計畫【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執行 

編 號 
E0202 計畫名稱 邁向尖峰-社團職涯講座 

執行單位 新竹校區學務處課外組 執行負責人 盧○心 

聯 絡 人 盧○心 分 機 1○48 電子郵件 s○ndy106@cute.edu.tw 

7. 證照考試結果： 

    □未公布：預計公布日期______年______月 

    □已公布：取得證照學生_____人；佔輔導學生_____% 

□學生競賽輔導 

1. 競賽性質：□國際 □兩岸 □全國 □地區 □校內 

2. 競賽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主辦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參加學生：______位，輔導時數：______小時 

5. 競賽得獎結果： 

    □未公布：預計公布日期______年______月 

    □已公布：得獎學生_____人；佔輔導學生_____% 

□教材編制    （編制教材：______冊） 

□其他        （請簡述活動成果：                                 ） 

計畫活動

網 址 
(無則免填) 

計畫執行

過 程 

一、宣傳部份： 

        1.廣邀各社團及發文至校內社團交流平台邀請社團學生出席參加。 

        2.講座前兩週將活動海報張貼公佈欄及網路臉書宣傳。 

二、執行過程： 

         1.4月 10日邀請鄒○年講師聯繫講座時間；3月 23日進行上簽；4月 8

日簽案核定。 

         2.4月 18日印製海報。 

達成成效 

1. 原預計 40 人參與，實際參與同學共 17 人，師長出席共 4 人，總計共 21

人參與此活動，出席率 43%。 

2. 同學覺得參與此次講座讓自己了解參加社團對未來職涯的發展之重要

性，也在會後與講師交流相關職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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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5年教學卓越計畫【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執行 

編 號 
E0202 計畫名稱 邁向尖峰-社團職涯講座 

執行單位 新竹校區學務處課外組 執行負責人 盧○心 

聯 絡 人 盧○心 分 機 1○48 電子郵件 s○ndy106@cute.edu.tw 

計畫執行

照片說明 

（6~8 張） 

 
 

說明：活動海報。 說明：講師上課情形(一)。 

  

說明：講師上課情形(二)。 說明：致贈感謝狀。 

  

說明：活動大合照。 說明：講座結束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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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5年教學卓越計畫【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執行 

編 號 
E0202 計畫名稱 邁向尖峰-社團職涯講座 

執行單位 新竹校區學務處課外組 執行負責人 盧○心 

聯 絡 人 盧○心 分 機 1○48 電子郵件 s○ndy106@cute.edu.tw 

計畫執行 

滿意度 

問卷結果 

問卷發放數 17份 

有效問卷數 11份 

計畫執行問項 

問卷結果統計 

非常 

滿意 

比率(%) 

滿意 

 

比率(%) 

不滿意 

 

比率(%) 

非常 

不滿意 

比率(%) 

1. 您對於整體感受 91% 9%   

2. 您參與之實質獲益 55% 45%   

3. 您對本次宣傳效果 82% 18%   

4. 您對本次場地與設備 73% 18% 9%  

5. 您對本次時間安排 64% 36%   

6. 您對本次工作人員之服務品質 91% 9%   

7. 其他建議彙整說明：  

A. 講師很活潑。 

B. 覺得不錯。 

C. 麥克風有待加強。 
 

參加人員 

學習成果 

檢測結果 

說 明 

1. 參與同學與講師互動熱絡。 

2. 講師活潑上課方式讓學生認真投入課程中。 

計畫執行

自 評 

1. 活動整體而言，講座滿意度 91%。 

2. 參與同學與講師互動熱絡，講座中講師活潑上課方式讓學生認真投

入課程中，讓同學們了解參與社團對未來職場上的幫助、學以致

用。 

3. 參與學生人數過少。 

4. 麥克風有待加強。 

改善措施 
1. 可將時間更改成課餘以後的時間，以免參與學生人數過少。 

2. 活動日期避開校內大型活動。 

核 銷 
1. 請於活動辦理後 7日內將核銷案送至『卓越計畫辦公室』。 

2. 請務必詳實填寫此表格內各項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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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5年教學卓越計畫【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執行 

編 號 
E0202 計畫名稱 邁向尖峰-社團職涯講座 

執行單位 新竹校區學務處課外組 執行負責人 盧○心 

聯 絡 人 盧○心 分 機 1○48 電子郵件 s○ndy106@cute.edu.tw 

注意事項 3. 核銷時應檢附書面文件：請按以下順序排列 

A. 核銷簽文 

B. 【經費運用試算表】中之《核銷報告表》 

C. 【經費運用試算表】中之《差異說明表》 

D. 【黏貼憑證】其他相關附件表單請至卓越計畫網站下載 

E. 【計畫成果彙整表】 

F. 原始簽案及附件 

4. 請將以上應檢附文件之電子檔及照片原始檔傳至『卓越計畫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