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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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填) 

補助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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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單位 翻譯系 

計畫主持人 陳Ｏ體 分機/Email tsaiti@mail.cjcu.edu.tw 

填表人 陳Ｏ體 分機/Email tsaiti@mail.cjcu.edu.tw 

活動名稱 翻譯系中英文導覽技巧移地密集課程@CUT 

執行期程 108.11.16-108.11.24 出國地點 
(國家名稱) 

泰國 

實際補助 

學生人數 
18人 

實際補助 

老師人數 
1 

其中新生人數 

(暫估) 

106學年入學新生，3人 

107學年入學新生，6人 

108學年入學新生，8人 105入學，1人 

配合課程名稱 

中英文導覽技巧 I 
課程屬性 

(必選修/學分數) 

(無配合課程者免填) 

必修___學分 

選修__2_學分 

已申請其他 

來源補助 

(請敘明，若無者請填寫無) 

無 

 

二、計畫說明 

執

行

重

點 

及

特

色 

一、 計畫內容及特色描述 

觀光業與華語/外語導遊領隊近年來已成為翻譯系學生畢業後的重要就業市場之一,為了

讓學生可以親身體驗領隊導遊的專業工作, 為期 9天的中英文導覽技巧移地密集課程

@CUT是深度學習/文化體驗/導覽演練三合一的密集課程,也是 108.04,27-108.05.05所執

行的密集課程 2.0版，旨在激發大一大二學生學習熱誠、拓展國際視野、了解觀光業實

務、加強英文導覽與溝通能力。 

與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版本不同之處如下： 

1.1、雖然課程沒有前後銜接的顧慮，但是教師會要求學生事先研讀，先前在泰國上過

的，已放在數位平台上的英文數位教材，請同學在密集訓練前閱讀完畢，以便在出發之

前便奠定泰國觀光導覽技巧的專業知識基礎。因此，在曼谷 CUT學習的課程將可以更

深、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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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這次導覽的內容將其中在泰國曼谷的重要景點，內容更多元、豐富，藉此訓練學生

更多的導覽技巧。 

1.3、學生在出發之前，也會準備台灣的文化、歷史丶傳統活動與觀光資源等英文資料，

以便與 CUT的學生做深度的交流。聘請 CUT大學國際學院專業師資與帶隊老師進行合作

教學 co-teaching,進行密集觀光導覽課程，時數 6小時，文化體驗 6小時,實地導覽練習 

12小時.課程聚焦泰國的觀光業現況；泰國歷史與文化，泰語，實地導覽以曼谷為主,包

括:大皇宮、玉佛寺、水上市場、藝術市集等等。藉此讓學生了解導覽工作的特性,並激

發學生學習動機,來日成為稱職的導遊與領隊。 

課程以全英授課,學生使用英文做導覽，同時在課程/體驗/導覽中強化他們的英語能力，

磨練他們實際使用外語的能力與跨國的溝通力。CUT國際學院有很多來自不丹的國際學

生，他們的英語能力佳，擔任 TA的他們，使學生幾乎全天候使用英語溝通，增強翻譯系

學生的自信心，同時讓學生語言有顯著的進步。 

學生將導覽實習錄製成英語到導覽影片(每組不少於 10分鐘),上傳到翻譯系的系網,累積

跨國英文導覽教材,讓有志從事觀光業/導覽/領隊的學生有更多榜樣與分享平台. 

加強翻譯系國際化，鼓勵更多的學生走出教室，學以致用。 

回校後，每組將製作 10 分鐘以上的成果影片，並上傳到翻譯系網頁作為國際化、宣傳與

公關資料。 

執

行

成

果

紀

錄 

一、自我評鑑 (滿分 100 分) 

□1.計畫正常推展，且預期成效順利達成(自評分數： 88    ) 

□2.計畫正常推展，但未達預期成效(自評分數：     )  

□3.計畫執行未達預期成效，並執行有困難(自評分數：     ) 

*勾選第2、3項者，請於自我檢討及建議說明* 

 

二、成果心得說明 

這學期的密集訓練是繼107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密集訓練之後的2.0版。以第一次的密集訓

練為基礎，本次密集訓練的課程內容更深、更廣、更全面、預期學生對泰國文化的理解與

體驗、歷史文化的認識，英文導覽技巧的訓練能有更多收穫。感謝泰國基督教大學專業師

資的全力協助，以及參與同學的積極參與，學習成效顯著。 

 

除了課程安排丶導覽景點安排（此次包含兩天兩夜的曼谷實地導覽）之外，特別讓同學擔

任導覽領隊實習生，而在九天八夜的活動當中，幾乎每天都由同學分組擔任導覽實習，讓

同學有機會從做中學，更全面的理解導遊領隊的工作現況，與導覽的技巧。 

三、所遇問題 

1. 這次的密集訓練是結合中英文導覽技巧I ，有一個學分，學校在上個學期末通過，此類

的學分密集課程，需經過各系的課程委員會、所屬各院的課程委員會丶最後由校課程委員

會通過之後，才能夠實施。但是這次因為時程緊湊（校級課程委員會12月才開會），來不及

呈交給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僅能用實施後後補交的方式完成程序。下次辦理此類密集課程

時，務必特別注意。 

2.此次密集訓練的成員裡面有九位大一的新生。一方面，很多大一學生第一次出國，充滿

了學習的熱誠；但另外一方面，因為他們才高中剛畢業，在很多方面，還是需要學長姐和

帶隊老師的叮嚀與無時無刻的耳提面命。如果可以的話，以後類似的國外密集，大一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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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數還是要控制，不要超過四分之一，可能會更為理想。 

3.經費的部分，由於帶隊老師理解為每個學生兩萬元的補助，可以在不同項目間流用（事

實不然）導致參與沒有辦法獲得兩萬元全額補助，下次申請類似的國外交流活動，務必在

經費方面做再次，甚至第三次的確認。 

4. 在臨行前夕有學生家長阻止學生參與活動（母親知道此活動，但父親一直被蒙在鼓裡）

導致學生臨時退團，造成人數未滿，也影響計劃完成率和其他學生權益。日後此類活動可

能建議請家長簽切結書，維護權益。 

四、自我檢討及建議 

1.課程方面，學期初就將相關的泰語課程、泰國歷史與文化等相關課程的電子檔上傳到數

位平台，希望同學可以自行研讀，以便打下基礎，在密集訓練時更容易進入狀況。老師設

計課程時，並沒有融入小考或評鑑活動來評量同學的自我學習成效，以至於有少數同學並

未進入最佳學習狀況。日後，務必自我學習中安插小考，以便檢驗同學的學習成效。 

2.在泰國所實施的導覽活動，因為各觀光景點皆是熱門景點，參訪人數眾多，被迫只能走

馬看花，沒有辦法做深入導覽（雖然已事先在 CUT上過課），下次安排曼谷行程時，應安排

更多的時間。 

3.在泰國導覽現場所錄製的影音數位材料不如預期得好，只能將有限的影音內容，上傳到

中英文導覽技巧的專屬 YouTube頻道上。這也是以後可以再加強的部分。 

4. 16同學與老師的機票價格為 7059元（因為提早訂機票所以價格相對便宜），後面加入的

兩位同學林Ｏ妤和王Ｏ陽機票價格較高，仍在補助範圍內。導致完成率較低。 

五、與合作機構之交流現況說明及後續合作評估 

由帶隊老師牽線，跟國際學院的院長以及校長深度討論後，他們接表示有機會的話，可以

以提供翻譯系的華語實習教師到國際學院擔任華語助教。翻譯系主任正與院長與校長密切

聯繫中。 

六、成果發表資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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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行增列* 

簽到單附件 

請檢附活動照片 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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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每位學生心得報告請以 PDF檔方式上傳雲端；學生問券請彙整成一份統計表上傳。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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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費 0 0 0 0 0 

課程費 160，000 144，000 0 144，000 90% 

機票費 240，000 138，845 0 138，845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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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請自行增列)      

使用其他經費說明 

1.參與密集訓練的學生共有 21名，惟其中有三名學生已接受過學校同類補助，因此課程補

助費為 18名學生，每人 8000 元，小計 144，000元 

16同學與老師的機票價格為 7059元（因為提早訂機票所以價格相對便宜），後面加入的兩

位同學林Ｏ妤（7975）和王Ｏ陽機票（10867）價格較高，仍在補助範圍內。機票（含帶隊

老師）共計 19張，金額為 

【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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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的同學，將

會對導遊領隊有

梗深刻的認識與

了解，對於報考

英語導遊領隊的

意願也會大幅的

提高。以問卷調

查，預估 80%參與

學生將積極報考

國家導遊與領隊

考試 

回收問卷顯示 

非常願意與願意參與

國考人數小計 14人，

意願普通者有 3人，

達成率共計 94% 

不願意者僅有 1人，

6% 

 

提升學生英語溝

通和英語導覽能

力 

回收問卷顯示，覺得英語

溝通和英語導覽能力有增

強，非常同意與同意者人

數小計 18 人 

達成率為 100%  

  對中英文導覽更有興

趣，對導遊領隊實務

有更深的認識  

回收問卷顯示，全體學員

皆非常同意或同意他們對

中英文導覽更有興趣，對

導遊領隊實務有更深的認

識 

 

(三) KPI達成情形說明： 

KPI項目 達成情形說明 

報考導遊與領隊國家考試意願 

 

說明: 回收問卷顯示，不願意報考導遊與領隊

國家考試者僅有 1人，6%。非常願意與願意參

與國考人數小計 14人，意願普通者有 3人，

達成率共計 94%， 

從學生的影音記錄、口頭分享和小組報告

中，展現對導覽有更深的體會與心得，導

覽的技巧有所提升，英語運用能力更專業

更自信。 

本課程在 youtube的 cjcu tourguide 頻道中

所呈現的學生影音作品在老師評分後顯示：同

學的導覽的技巧有所提升，英語運用能力更專

業的確有提升。成果分享會有將近 100位學生

參與，同學報告落落大方，全程英語發表，展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wk72zcNexT44xhf87Djq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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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專業。 

影片上傳到翻譯系官網與 cjcu tourguide

專屬頻道，累積導覽動能，提升影片製作

能力 

本課程在 youtube的 cjcu tourguide 頻道中

所呈現的學生影音作品呈現學生的創意，拍攝

影片，作品多元且頗具深度。目前已累計有

20餘支影片。 

學生分享會內容能夠呈現其在專業知識上

的提升，國際觀的加強，並與全校同學做

分享與交流 

成果分享會有將近 100位來自翻譯系，東南亞

學程，國貿以及不同科系學生參與，50分鐘

的分享與交流，獲得與會同學肯定。 

成果發表會簽到單請參閱附件 

 

 

填表人： 陳Ｏ體(分機ＸＸＸＸ  )                                                       

日期： 108 年 12  月 20  日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wk72zcNexT44xhf87Djqy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