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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號：050401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申請辦理109學年度屬110會計年度
國教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能力計畫
計畫執行成果報告書

 

 

         電話號碼：037-992216#503

         傳真號碼：037-990720

         電子郵件：vincent.thvs@mail.edu.tw

         單位主管：                    (請核章)

         校    長：                    (請核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0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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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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04 專業群科-日間部
食品群/食品加工科 3 32

(14/18) 0 Ⅳ食品加工實習 7,600 7,529 110

C30005 專業群科-日間部
食品群/食品加工科 3 33

(13/20) 0 Ⅳ食品加工實習 7,600 7,578 110

C30008 專業群科-日間部
食品群/食品加工科 3 34

(14/20) 0 Ⅱ進階食品加工實習 7,600 7,510 110

C30009 專業群科-日間部
食品群/食品加工科 3 33

(13/20) 0 Ⅱ進階食品加工實習 7,600 7,468 110

C30011 專業群科-日間部
機械群/機械科 2 32

(31/1) 0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7,100 7,100 110

C30012 專業群科-日間部
機械群/機械科 2 32

(32/0) 0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7,100 7,100 110

C30015 專業群科-日間部
機械群/機械科 2 32

(31/1) 0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7,600 7,600 110

C30016 專業群科-日間部
機械群/機械科 2 32

(32/0) 0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7,600 7,600 110

C30020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室內空間設計科 3 36

(15/21) 0 室內設計實習 Ⅰ Ⅰ 7,600 7,480 110

C30021 專業群科-日間部
設計群/室內空間設計科 2 25

(16/9) 1 透視表現技法實習II 7,600 7,480 110

C30025 專業群科-日間部
農業群/園藝科 2 25

(10/15) 0 景觀設計與施工實習II 14,300 14,254 110

C30026 專業群科-日間部
農業群/園藝科 3 12

(7/5) 0 園產品處理與利用實
習II 8,600 8,380 110

C30031 專業群科-日間部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 3 27

(27/0) 0 工業控制實習 12,400 12,400 110

C30032 專業群科-日間部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 3 23

(23/0) 0 工業控制實習 10,500 10,500 110

C30033 專業群科-日間部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 3 27

(27/0) 0 電腦硬體裝修實習 12,400 5,770 110

C30034 專業群科-日間部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 3 23

(23/0) 0 電腦硬體裝修實習 10,500 5,650 110

合計參加學生人數(C)(男/女) 458(328/130) 1 合計經費 143,700 131,399  
合計參加學生總人數(C) + (D) + (E)

(男/女) 458(328/130) 1 合計總經費 143,700 13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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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習材料費執行成果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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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部食品群食品加工科 3 32

(14/18) Ⅳ食品加工實習 110

實際
辦理 C30004 專業群科-日間部食品群食品加工科 3 32

(14/18) Ⅳ食品加工實習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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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9 實支實報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04/10902-1-1.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購買相關耗材供學生實習使用，增加學生練習次數提升精熟程度。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10902實習進度表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04/109
01實習課程進度表C2-C5.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04/10902-1-1.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04/10901%E5%AF%A6%E7%BF%92%E8%AA%B2%E7%A8%8B%E9%80%B2%E5%BA%A6%E8%A1%A8C2-C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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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照片

實作 實作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37)#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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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實習材料費(C3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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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05 專業群科-日間部食品群食品加工科 3 33

(13/20) Ⅳ食品加工實習 110

實際
辦理 C30005 專業群科-日間部食品群食品加工科 3 33

(13/20) Ⅳ食品加工實習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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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8 實支實報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05/10902-2-1.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購買相關耗材供學生實習使用，增加學生練習次數提升精熟程度。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10902實習進度表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05/109
01實習課程進度表C2-C5.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05/10902-2-1.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05/10901%E5%AF%A6%E7%BF%92%E8%AA%B2%E7%A8%8B%E9%80%B2%E5%BA%A6%E8%A1%A8C2-C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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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照片

實作 實作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37)#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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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實習材料費(C3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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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08 專業群科-日間部食品群食品加工科 3 34

(14/20) Ⅱ進階食品加工實習 110

實際
辦理 C30008 專業群科-日間部食品群食品加工科 3 34

(14/20) Ⅱ進階食品加工實習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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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0 實支實報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08/10902-3-1.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購買相關耗材供學生實習使用，增加學生練習次數提升精熟程度。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10902實習進度表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08/109
實習課程進度表-C6-C9.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08/10902-3-1.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08/109%E5%AF%A6%E7%BF%92%E8%AA%B2%E7%A8%8B%E9%80%B2%E5%BA%A6%E8%A1%A8-C6-C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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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照片

實作 實作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37)#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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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實習材料費(C3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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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09 專業群科-日間部食品群食品加工科 3 33

(13/20) Ⅱ進階食品加工實習 110

實際
辦理 C30009 專業群科-日間部食品群食品加工科 3 33

(13/20) Ⅱ進階食品加工實習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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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8 實支實報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09/10902-4-1.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購買相關耗材供學生實習使用，增加學生練習次數提升精熟程度。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10902實習進度表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09/109
實習課程進度表-C6-C9.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09/10902-4-1.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09/109%E5%AF%A6%E7%BF%92%E8%AA%B2%E7%A8%8B%E9%80%B2%E5%BA%A6%E8%A1%A8-C6-C9.pdf


2021/8/18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10/39

佐證照片

實作 實作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37)#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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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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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部機械群機械科 2 32

(31/1)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110

實際
辦理 C30011 專業群科-日間部機械群機械科 2 32

(31/1)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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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0 7,100 實支實報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1/fundfile.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購買相關耗材供學生實習使用，增加學生練習次數提升精熟程度。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機械加工實教學進度表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
1/機械加工實習國立大湖農工學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進度表.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1/fundfile.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1/%E6%A9%9F%E6%A2%B0%E5%8A%A0%E5%B7%A5%E5%AF%A6%E7%BF%92%E5%9C%8B%E7%AB%8B%E5%A4%A7%E6%B9%96%E8%BE%B2%E5%B7%A5%E5%AD%B8%E6%A0%A1%20109%20%E5%AD%B8%E5%B9%B4%E5%BA%A6%E7%AC%AC%201%20%E5%AD%B8%E6%9C%9F%E6%95%99%E5%B8%AB%E6%95%99%E5%AD%B8%E9%80%B2%E5%BA%A6%E8%A1%A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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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照片

實習材料及刀具 實習材料及刀具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37)#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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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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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部機械群機械科 2 32

(32/0)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110

實際
辦理 C30012 專業群科-日間部機械群機械科 2 32

(32/0)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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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0 7,100 實支實報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2/fundfile.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購買相關耗材供學生實習使用，增加學生練習次數提升精熟程度。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機二義班機械加工課表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
2/SKM_454e21071414341.pdf
2.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2/1機械加工實習國立大
湖農工學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進度表.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2/fundfile.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2/SKM_454e21071414341.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2/1%E6%A9%9F%E6%A2%B0%E5%8A%A0%E5%B7%A5%E5%AF%A6%E7%BF%92%E5%9C%8B%E7%AB%8B%E5%A4%A7%E6%B9%96%E8%BE%B2%E5%B7%A5%E5%AD%B8%E6%A0%A1%20109%20%E5%AD%B8%E5%B9%B4%E5%BA%A6%E7%AC%AC%201%20%E5%AD%B8%E6%9C%9F%E6%95%99%E5%B8%AB%E6%95%99%E5%AD%B8%E9%80%B2%E5%BA%A6%E8%A1%A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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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照片

實習材料及刀具 實習材料及刀具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37)#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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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15/39

        7. 實習材料費(C3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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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15 專業群科-日間部機械群機械科 2 32

(31/1)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110

實際
辦理 C30015 專業群科-日間部機械群機械科 2 32

(31/1)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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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0 實支實報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5/fundfile.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購買相關耗材供學生實習使用，增加學生練習次數提升精熟程度。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5/電腦輔助製造實習國
立大湖農工學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進度表.pdf
2.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5/電腦輔助製造實習國
立大湖農工學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進度表.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5/fundfile.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5/%E9%9B%BB%E8%85%A6%E8%BC%94%E5%8A%A9%E8%A3%BD%E9%80%A0%E5%AF%A6%E7%BF%92%E5%9C%8B%E7%AB%8B%E5%A4%A7%E6%B9%96%E8%BE%B2%E5%B7%A5%E5%AD%B8%E6%A0%A1%20109%20%E5%AD%B8%E5%B9%B4%E5%BA%A6%E7%AC%AC%201%20%E5%AD%B8%E6%9C%9F%E6%95%99%E5%B8%AB%E6%95%99%E5%AD%B8%E9%80%B2%E5%BA%A6%E8%A1%A8.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5/%E9%9B%BB%E8%85%A6%E8%BC%94%E5%8A%A9%E8%A3%BD%E9%80%A0%E5%AF%A6%E7%BF%92%E5%9C%8B%E7%AB%8B%E5%A4%A7%E6%B9%96%E8%BE%B2%E5%B7%A5%E5%AD%B8%E6%A0%A1%20109%20%E5%AD%B8%E5%B9%B4%E5%BA%A6%E7%AC%AC%201%20%E5%AD%B8%E6%9C%9F%E6%95%99%E5%B8%AB%E6%95%99%E5%AD%B8%E9%80%B2%E5%BA%A6%E8%A1%A8.pdf


2021/8/18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16/39

佐證照片

實習材料及刀具 實習材料及刀具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37)#
Email



2021/8/18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17/39

        8. 實習材料費(C3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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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16 專業群科-日間部機械群機械科 2 32

(32/0)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110

實際
辦理 C30016 專業群科-日間部機械群機械科 2 32

(32/0)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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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0 實支實報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6/fundfile.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購買相關耗材供學生實習使用，增加學生練習次數提升精熟程度。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6/電腦輔助製造實習國
立大湖農工學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進度表.pdf
2.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6/電腦輔助製造實習國
立大湖農工學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進度表.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6/fundfile.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6/%E9%9B%BB%E8%85%A6%E8%BC%94%E5%8A%A9%E8%A3%BD%E9%80%A0%E5%AF%A6%E7%BF%92%E5%9C%8B%E7%AB%8B%E5%A4%A7%E6%B9%96%E8%BE%B2%E5%B7%A5%E5%AD%B8%E6%A0%A1%20109%20%E5%AD%B8%E5%B9%B4%E5%BA%A6%E7%AC%AC%201%20%E5%AD%B8%E6%9C%9F%E6%95%99%E5%B8%AB%E6%95%99%E5%AD%B8%E9%80%B2%E5%BA%A6%E8%A1%A8.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16/%E9%9B%BB%E8%85%A6%E8%BC%94%E5%8A%A9%E8%A3%BD%E9%80%A0%E5%AF%A6%E7%BF%92%E5%9C%8B%E7%AB%8B%E5%A4%A7%E6%B9%96%E8%BE%B2%E5%B7%A5%E5%AD%B8%E6%A0%A1%20109%20%E5%AD%B8%E5%B9%B4%E5%BA%A6%E7%AC%AC%201%20%E5%AD%B8%E6%9C%9F%E6%95%99%E5%B8%AB%E6%95%99%E5%AD%B8%E9%80%B2%E5%BA%A6%E8%A1%A8.pdf


2021/8/18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18/39

佐證照片

實習材料及刀具 實習材料及刀具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37)#
Email



2021/8/18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19/3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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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部設計群室內空間設計科 3 36

(15/21) 室內設計實習 Ⅰ Ⅰ 110

實際
辦理 C30020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室內空間設計科 3 36

(15/21) 室內設計實習 Ⅰ Ⅰ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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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0 實支實報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20/fundfile.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一、實際應用於室內空間設計科高三，室內設計實習課程添購成品展示用畫框。
二、充實學生實習實作能力。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感謝國家補助及校內業務單位協助申請。

計畫佐證資料 1. 教學進度表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20/1092 3 室
內設計實習.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20/fundfile.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20/1092%20%203%20%E5%AE%A4%E5%85%A7%E8%A8%AD%E8%A8%88%E5%AF%A6%E7%BF%92.pdf


2021/8/18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20/39

佐證照片

實習成果展示用畫框 實習成果展示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37)#
Email



2021/8/18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21/3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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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室內空間設計科 2 25

(12/13) 透視表現技法實習II 110

實際
辦理 C30021 專業群科-日間部設計群室內空間設計科 2 25

(16/9) 透視表現技法實習II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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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0 實支實報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21/C21.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一、實際應用於室內空間設計科高二，透視表現技法實習課程添購成品展示用畫框。
二、充實學生實習實作能力。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感謝國家補助及校內業務單位協助申請。

計畫佐證資料 1. 教學進度表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21/1092 2 透
視表現技法實習.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21/C21.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21/1092%20%20%202%20%20%E9%80%8F%E8%A6%96%E8%A1%A8%E7%8F%BE%E6%8A%80%E6%B3%95%E5%AF%A6%E7%BF%92.pdf


2021/8/18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22/39

佐證照片

實習成果展示用畫框 實習成果展示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37)#
Email



2021/8/18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23/39

        11. 實習材料費(C3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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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25 專業群科-日間部農業群園藝科 2 25

(10/15) 景觀設計與施工實習II 110

實際
辦理 C30025 專業群科-日間部農業群園藝科 2 25

(10/15) 景觀設計與施工實習II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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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0 14,254 依實際課程規劃進行採購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25/fundfile.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依課程規劃採購實習所需資材，如清水磚、植栽等。
2.採購景觀佈置所須草花種子及植栽，栽種於校園花圃中。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C25 109-2景觀實習教學進度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
30025/C25 109-2景觀實習教學進度.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25/fundfile.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25/C25%20109-2%E6%99%AF%E8%A7%80%E5%AF%A6%E7%BF%92%E6%95%99%E5%AD%B8%E9%80%B2%E5%BA%A6.pdf


2021/8/18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24/39

佐證照片

景觀施工材料-紅磚及砂 景觀佈置用栽培小品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37)#
Email



2021/8/18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25/39

        12. 實習材料費(C3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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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26 專業群科-日間部農業群園藝科 3 25

(17/8) 園產品處理與利用實習II 110

實際
辦理 C30026 專業群科-日間部農業群園藝科 3 12

(7/5) 園產品處理與利用實習II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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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0 8,380 經實際教學內容辦理物品材料採購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26/fundfile.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1.依課程規劃採購加工所需相關器具，如壓泥器、木鏟、打蛋器、矽膠刮刀等。
2.將大湖在地農產品草莓，加工製成草莓果醬。將盛產期的高麗菜及鳳梨製成菜乾、果乾，
並將鳳梨製成鳳梨醬再衍生利用於水果茶以及冰品設計中，讓學生知道園產品採收後後續的
加工與利用的可行性，增進園產品的價值。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C26 109-2園產品處理與利用課程進度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
001354/C30026/C26 109-2處理與利用課程進度.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26/fundfile.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26/C26%20109-2%E8%99%95%E7%90%86%E8%88%87%E5%88%A9%E7%94%A8%E8%AA%B2%E7%A8%8B%E9%80%B2%E5%BA%A6.pdf


2021/8/18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26/39

佐證照片

實習所需相關工具 鳳梨-果乾及果醬製作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37)#
Email



2021/8/18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https://svesc.nkust.edu.tw/sp/ultra/result/109/review/rstcde_argv.php?109x050401x8x128x1001354x2 27/39

        13. 實習材料費(C3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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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31 專業群科-日間部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 3 27

(27/0) 工業控制實習 110

實際
辦理 C30031 專業群科-日間部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 3 27

(27/0) 工業控制實習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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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0 12,400 實支實報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31/fundfile.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學生能了解電力電子各種電路與應用。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進度表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31/專題製作課程
進度表.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31/fundfile.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31/%E5%B0%88%E9%A1%8C%E8%A3%BD%E4%BD%9C%E8%AA%B2%E7%A8%8B%E9%80%B2%E5%BA%A6%E8%A1%A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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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照片

電力電子-1 教學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37)#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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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實習材料費(C30032)

是否曾經申請計畫修正： 是  否
 

核定文號：臺教國署高字第11000366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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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部電機與電子群電
機科3年義班工業控制實習材料費

10,500元

專業群科-日間部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3年義班專題製作材料費

10,500元

因原申請科目-工業控制實習-因選修人
數過少，於109學年度下學期此課程沒

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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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32 專業群科-日間部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 3 23

(23/0) 工業控制實習 110

實際
辦理 C30032 專業群科-日間部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 3 23

(23/0) 工業控制實習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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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 10,500 實支實報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32/fundfile.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學生能了解電力電子各種電路與應用。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進度表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32/專題製作課程
進度表.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32/fundfile.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32/%E5%B0%88%E9%A1%8C%E8%A3%BD%E4%BD%9C%E8%AA%B2%E7%A8%8B%E9%80%B2%E5%BA%A6%E8%A1%A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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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照片

實驗板 教學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37)#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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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實習材料費(C3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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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33 專業群科-日間部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 3 27

(27/0) 電腦硬體裝修實習 110

實際
辦理 C30033 專業群科-日間部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 3 27

(27/0) 電腦硬體裝修實習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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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0 5,770 實支實報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33/fundfile.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提供材料包給學生練習,增加焊接技術能力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109-2電腦硬體裝修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33/10
9-2電腦硬體裝修.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33/fundfile.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33/109-2%E9%9B%BB%E8%85%A6%E7%A1%AC%E9%AB%94%E8%A3%9D%E4%BF%A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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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照片

乙級套件 電路板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37)#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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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實習材料費(C3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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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0034 專業群科-日間部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 3 23

(23/0) 電腦硬體裝修實習 110

實際
辦理 C30034 專業群科-日間部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 3 23

(23/0) 電腦硬體裝修實習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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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 5,650 實支實報

 
明細：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34/fundfile.pdf

實際執行情形
實際執行情形
與具體成果

提供材料包給學生練習，增加焊接技術能力
配合電腦程式設計，讓學生了解如何由電腦控制電路板

遭遇問題 無
建議事項
(請條列) 無

計畫佐證資料 1. 進度表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34/109-2電腦硬體
裝修.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34/fundfile.pdf
https://ovesc.nkust.edu.tw/sp/storage/109/1/result/1001354/C30034/109-2%E9%9B%BB%E8%85%A6%E7%A1%AC%E9%AB%94%E8%A3%9D%E4%BF%A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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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照片

電路板 乙級焊接版套件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037)#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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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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700 131,399 91.44%
證照訓練費 -- -- --
證照考試費 -- -- --
合計 143,700 131,399 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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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執行績效指標

C30004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能由本計畫執行得到更多的學習機會，
不僅可以提高練習次數，更可以提升實作能
力。
2.實習材料的助益補足經費短缺的問題。 1.執行率99.07%

C30005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能由本計畫執行得到更多的學習機會，
不僅可以提高練習次數，更可以提升實作能
力。
2.實習材料的助益補足經費短缺的問題。

1.執行率99.71%

C30008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能由本計畫執行得到更多的學習機會，
不僅可以提高練習次數，更可以提升實作能
力。
2.實習材料的助益補足經費短缺的問題。 1.執行率99.25%

C30009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能由本計畫執行得到更多的學習機會，
不僅可以提高練習次數，更可以提升實作能
力。
2.實習材料的助益補足經費短缺的問題。 1.執行率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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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0011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能由本計畫執行得到更多的學習機會，
不僅可以提高練習次數，更可以提升實作能
力。
2.實習材料的助益補足經費短缺的問題。

執行率100%

C30012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能由本計畫執行得到更多的學習機會，
不僅可以提高練習次數，更可以提升實作能
力。
2.實習材料的助益補足經費短缺的問題。

執行率100%

C30015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能由本計畫執行得到更多的學習機會，
不僅可以提高練習次數，更可以提升實作能
力。
2.實習材料的助益補足經費短缺的問題。

執行率100%

C30016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學生能由本計畫執行得到更多的學習機會，
不僅可以提高練習次數，更可以提升實作能
力。
2.實習材料的助益補足經費短缺的問題。

執行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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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0020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提升室內設計專業能力
(一)了解室內設計基本知識及實務概念。
(二)解釋並熟悉各種室內設計專題書面報告。
(三)理解並建構室內設計專題流程方法及空間
機能形式。
(四)繪製室內設計現況圖、平面配置圖、天花
及燈具配置
圖、剖立面圖等相關套圖。
(五)培養對室內設計的操作興趣，進而具備提
案發表能力。

於實習課程實際補助受惠室內空間設計科高
三共36名同學

C30021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提升室內設計專業能力
(一)了解室內設計基本知識及實務概念。
(二)解釋並熟悉各種室內設計專題書面報告。
(三)理解並建構室內設計專題流程方法及空間
機能形式。
(四)繪製室內設計現況圖、平面配置圖、天花
及燈具配置
圖、剖立面圖等相關套圖。
(五)培養對室內設計的操作興趣，進而具備提
案發表能力。

於實習課程實際補助受惠室內空間設計科高
二共25名同學

C30025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依課程規劃採購實習所需資材，如清水磚、
植栽等。增進學生丙級練習的實習次數與準
確度。
2.採購景觀佈置所須草花種子及植栽，栽種於
校園花圃中，美化校園。

依課程規劃採購實習所需相關資材，總執行
率：99.68%。

C30026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將大湖在地農產品草莓，加工製成草莓果
醬。將盛產期的高麗菜及鳳梨製成菜乾、果
乾，並將鳳梨製成鳳梨醬再衍生利用於水果
茶以及冰品設計中，讓學生知道園產品採收
後後續的加工與利用的可行性，增進園產品
的價值。

1.依課程規劃採購實習相關器具及園產品，總
執行率：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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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0031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一、學生能了解各種電力電子模組的電路與
應用。
二、學生能使用示波器等相關設備。 一、參與人數:電三仁全班27人，參與率

100%。

C30032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一、學生能了解各種電力電子模組的電路與
應用。
二、學生能使用示波器等相關設備。

一、參與人數:電三義全班23人，參與率
100%。

C30033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學生能依據電路圖焊接電路元件
學生能自行做故障排除 電三仁班學生共計19人練習

C30034績效指標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一、學生能依照電路圖焊接電子元件。
二、學生能自行排除電路故障。 電三義參與人數23人，參與率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