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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短期交流獎助計畫 

【執行成效表單】 

 

一、基本資料 

計畫編號 107-02-A05 

補助類型 

(各類所屬細項

見補助要點) 

海外短期研修(1 學分以上) 

■7 天以上之短期文化交流 

競賽或移地訓練 

計畫名稱 2019 行動學習Ⅱ 

申請系所 東南亞學程 交流國家 泰國、越南 

實際補助 

學生人數 
4 

實際補助 

老師人數 
1 

其中為

106~108 入學

新生人數 

106 學年入學新生人數：____/107 學年入學新生人數：  4  /108 學年入學新生人數：____ 

執行單位 東南亞學程 執行期程 2019.08.16-2019.08.29 

計畫主持人 蘇 O彬 執行老師 蘇 O 彬 

分機/Email 
4500/wenpin@mail.cjcu.edu.tw 

分機/Email 
4500/wenpin@mail.cjcu.edu.tw 

配合課程名

稱 

(必選修/學分

數) 

無 證照名稱 無 

已申請其他 

來源補助 
無 

二、執行重點及具體作法： 

1.聚焦「台灣人在當地的適應與發展」：側重人文採訪及體驗生活，透過現場訪談蒐集

資訊，於返校後選修「行動學習專題」課程，撰小故事，後製影音，進行成果發表

會。 

2.訪談重點： 

(1)受訪對象談論在地發展簡史與心路歷程。 

(2)受訪對象從台灣人觀點觀察在地社會與分析趨勢。 

(3)受訪對年輕人赴當地發展的建議。 

(4)學生事前整理或當下提問之對話與分享。 

3.人數少，機動性高、能深度對話：由於不是觀光行程，要進行許多籌備，回來還要寫

報告做專題，而暑假有各項活動及打工，所以參加的人數少。人少的最佳優勢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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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方便(越南利用 Grab六人座，泰國搭配 BTS及 Grab)。且能進行深度的訪談與體

驗，然教學成本亦高(須有一師領行)，不過前次人數少的經驗很正向，所以想再嘗試一

次。 

 

三、執行心得及成果效益說明(檢附活動照片 4 張)： 

(一) 與合作機構之交流現況說明： 

1.持續與曼谷 BDI 集團學校李智偉，以及胡志明台商學校張育榕兩位在地導師互動。

兩師的根據不同批學生的問題請教，予以不同面向的回應指導，對彼此的刺激與獲

益，均有正向發展。 

2.預期每次至少開發/訪談兩個新對象。而本次實際新拓展 5 個對象(泰國曼谷 3 位，越

南胡志明 2 位)。 

3.訪談對象並邀約成為本學程特色課程「東南亞文化與產業專題」之講座師資群。 

(二) 效益說明： 

1. 學生面：此行赴一名學生之外婆家，獲得長輩親友的熱烈歡迎，兩天時間，領著本

學程師生體驗在地的庶民文化，獲得深刻的學習。 

2. 未來國際交流面：每隔半年，至多一年，持續與當地台商互動，宣示本學程經營國

際交流和海外資源連結的企圖心。而此行也透過在地台商介紹，又多認識兩組人

脈，有助累積本學程的實習資源。 

 

  

拜訪台商康軒文教公司林總經理(左四)和

鄭舜哲經理(左三)談市場開拓甘苦 

體驗越南人民生活 

  

拜訪茶商張佳誠先生(左後三)談小資創業 拜訪台商學校李智偉老師(左後三)，瞭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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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實習細節 

四、計畫成果推展方式說明及成果公告網址連結： 

預計 12月辦理成果發表。 

https://dweb.cjcu.edu.tw/saci/files/1118 

 

五、執行成效說明(經費執行率、量質化指標及 KPI) 

(一) 經費執行率： 

經費執行率 

項目 

(A) (B) (C) (B+C) (B/A*100%) 

計畫核定 

金額 

(A)項實際

執行金額 

使用 

其他經費 

整體計畫實

際執行金額 

計畫核定經

費之執行率 

學生機票費 48,000 43,344 0 43,344 90% 

教師機票費 0 0 10,836 (免填) (免填) 

鐘點費 0 0 13,000 (免填) (免填) 

使用其他經費說明 

1. 領隊教師機票費、海外人士訪談鐘點費由 108 學年度經常門支應。 

2. 住宿費、生活費、陸路交通費由老師、同學自行支付。 

備註：計畫核定經費之執行率低於 70%者，請於自我檢討表格內說明。 

 

(二) 量質化指標執行成效： 

量化指標 質化指標 

指標項目 達成情形說明 指標項目 達成情形說明 

至少 5份參訪影音

上傳 Youtube 

尚在在剪輯中，預

計 12/9 完成且發

表。 

「國際化程度」量表
之前後測，後測提昇
10%。 

學生根據 10 項指標(如

附件)，進行「單次回顧式

前後測，逐項檢視各指標

評兩個分數(出國前 A 和

回國後 B)。 

提昇率 =(B-A)*100%

／A。 

 
本計畫所設計「國際

化程度」的 10 項指

標： 

1.獨力處理跨國訂機

票的能力： 

2.獨力預訂住宿的能

力： 

3.獨力處理異地交通

移動的能力： 

4.解決突發問題的能

1.經實測，四位學生在各

項目的提昇情形(如附

件)，均提昇超過 10%。 

2.最少的改變是學生 C

「對異國文化感到興趣」

一項 12%；最多的改變是

學生 D「獨力處理跨國訂

機票的能力」600%(前測

10，後測 70)。 

3.平均而言，四生能力改

變提昇幅度最大的前三項

依序是「獨力處理跨國訂

機票的能力」(184%)、「與

陌生人互動、相處的能

力」(150%)，以及「獨力

處理異地交通移動的能

力」(131%)。 

4.至於，改變幅度最少的

報告上傳本校國

際處、東南亞學程

網頁 

已完成 

https://dweb.cjcu.edu.tw/saci/files/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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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5.與陌生人互動、相

處的能力： 

6.適應不同住宿環境

的能力： 

7.習慣不同飲食料理

的能力： 

8.應用英語的能力： 

9.對於異國文化感到

興趣： 
10 對於國際新聞感

到興趣： 

是「習慣不同飲食料理的

能力」38%。 

5.值得一提的是，學生 C

是第二度參加行動學習。

其十個單項的平均改變幅

度 20%，是四名學生中改

變最少的。研判是某些能

力已在第一次有所提昇，

故此次的改變幅度就比較

小了。 

(三) KPI 達成情形說明： 

KPI 項目 達成情形說明 

能自行規劃跨國移動計畫 
四位學生都具備此項提案能力。 

具備跨文化適應與反思能力 
四位學生之反思報告具有換位思考以及內省深

度。 

(表格不夠請自行增列) 

六、本計畫執行之心得與檢討  

(一) 自我評鑑：(請填寫下列選項，並為本次計畫執行情形自評分數(滿分為100分) 

    ■計畫正常推展，且預期成效順利達成(自評分數：85) 

    □計畫正常推展，但未達預期成效(請於自我檢討說明) (自評分數：        ) 

    □計畫執行進度有些落後，並執行有困難(請於自我檢討說明) (自評分數：        ) 

(二) 所遇問題及可精進方案： 

1. 特定參訪對象/單位的陸路交通花費，若能取得有效費用憑證，建議亦能獲得交通項

補助。 

2. 產業對人力需求的核心期待是：語言與態度(企圖心)，也是我們在學校必須持恆加

強之處，學生親臨現場參觀，特別是深度對話，有助於獲得對方懇切的建言，是我

們最大的收獲。 

3. 廠商直言，兩三個月的實習，只是來觀光的，不想收。半年的實習，剛上手就要返

台，也是浪費成本。具體而言，願意全年投入全時段的實習，對學生、產業雙方才

有互惠的意義，且不能僅視為「實習」，應調整心態，視為「就業第一年的見習」，

方能贏得產業的看重。 

(三) 自我檢討及建議： 

「台灣太安逸」，是我此行最大心得；「台灣年輕人的優勢何在？」，則是返台後最大

的關切。兩週親訪12位台商、外派者，前輩列舉文化差異，叮嚀要有敏感度，小事

件都能變商機。而強烈企圖、熟悉當地語言，是跨國就/創業兩大要素。對於年輕人

的企圖心，受訪者也多所期待，認為須抱「背水一戰」態度，才能闖出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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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來看看」的念頭，往往會不適應而打退堂鼓。自許教學實務中，激發創意固

然重要，但學生光說不練，帶出去會令人汗顏，強化恆毅力與挫折耐受力，是必須

持恆著力之處。 

＊備註：每位學生心得報告請以 PDF 檔方式上傳雲端；學生問卷請彙整成一份統計表上傳。 

 

填表人： 蘇 O 彬 (分機 XXXX)  

日期：108 年 10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