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1294669*

1 / 3



2 / 3



3 / 3



學校名稱 領域別 學程名稱

中國文化大學 生態環保與生物農業科技相關產業 社會企業與生態創新學程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與文化創意 文化創意產業策展人才培訓學程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與文化創意 建築室內創意實務學程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生態環保與生物農業科技相關產業 化妝品品管檢測與查驗 記學程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生態環保與生物農業科技相關產業 保健食品開 與行銷學程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 國際物流專精人才培訓學程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 連鎖加盟經營管理人才培育學程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數位內容與資訊 智能應用與大數據分析實務學程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與機電 光電半導體設備及智慧財產權實務學程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與機電 飛機維修技術實務人才培育學程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與機電 運動休閒器材產業暨跨領域異業合作人才培育學程

佛光大學 財務金融 理財服務營運學程

佛光大學 觀光與餐旅服務 休閒事業管理實務學程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德霖科技大學 流通業 流通連鎖營運人才培訓學程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德霖科技大學 數位內容與資訊 物聯網暨大數據技術培訓學程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德霖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與機電 智慧感知與辨識人才培育就業學程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德霖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與機電 模具設計與製造學程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德霖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旅服務 永續創新烘培人才培訓學程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德霖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旅服務 創新創業餐飲廚藝人才培育就業學程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德霖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旅服務 餐宴實務規劃暨管理人才培訓學程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德霖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旅服務 餐飲美食實務技能導向的餐飲就業學程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德霖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旅服務 觀光商務外語人才培育學程

東南科技大學 流通業 門市流通管理與營運資訊應用學程

東南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旅服務 異國料理暨咖啡飲品創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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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領域別 學程名稱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 理財規劃人員學程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 智慧零售人才培訓學程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 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人才培育學程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數位內容與資訊 行動商務APP創業學程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醫療保健與照顧服務 臨床護理就業學程

國立金門大學 醫療保健與照顧服務 長期照護資訊科技與機構經營管理學程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經營管理 電腦審計實務學程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數位內容與資訊 行動應用基礎人才養成學程

景文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旅服務 台灣旅遊領團人才培育就業學程

聖約翰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 網路時尚品牌與流行行銷學程

實踐大學 人文社會與文化創意 健身運動指導員就業學程

實踐大學 生態環保與生物農業科技相關產業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學程

實踐大學 流通業 跨境網路行銷與AI應用人才就業學程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 會計專業實務人才培育學程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 數位金融財富管理就業學程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 樂退方程式/銀髮理財保險學程

實踐大學 經營管理 二手奢品營銷與鑑定-配件類

實踐大學 經營管理 服務科技人才培育學程

實踐大學 數位內容與資訊 智慧居家機器人開 人才培育學程

實踐大學 數位內容與資訊 程式設計教育學程

實踐大學 數位內容與資訊 數位內容設計與文創加值應用學程

實踐大學 醫療保健與照顧服務 銀髮族全人照顧就業學程

實踐大學 觀光與餐旅服務 文化創意體驗觀光人才培育學程

實踐大學 觀光與餐旅服務 精品咖啡烘焙、杯測與經營學程

實踐大學 觀光與餐旅服務 餐旅廚藝、飲料暨服務人才培育學程



學校名稱 領域別 學程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與文化創意 虛擬角色3D 動畫設計製作學程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造型與時尚設計 時尚婚禮造型專業人才培訓學程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數位內容與資訊 行動裝置的App遊戲設計製作學程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醫療保健與照顧服務 臨床護理照護實務與應用學程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觀光與餐旅服務 咖啡館經營與實務學程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數位內容與資訊 數位金融行銷學程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觀光與餐旅服務 餐旅企業經營實務人才培育學程

銘傳大學 經營管理 全球行銷與貿易秘書人才學程

銘傳大學 經營管理 跨境電商與品牌行銷人才學程

黎明技術學院 數位內容與資訊 數位美彩應用與網路行銷學程

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 理財與稅務規劃就業學程

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 會計師事務所實作就業學程

蘭陽技術學院 營建工程與機電 精密製造與機電整合技術學程

蘭陽技術學院 觀光與餐旅服務 健康休閒遊憩學程



學校名稱 開課科系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航空機械系

亞東技術學院 工業管理系

東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城市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景文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景文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景文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1

景文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2

景文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3

景文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4

景文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5

景文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6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餐飲管理科

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 理財經營管理系

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蘭陽技術學院 時尚美容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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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格式） 

 

本校○○○○學程執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07 學年補

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無同時向教育部申辦之學士後

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或其他類似學程，特此聲明，經查有不

符事實者，其學程視同放棄，不予補助。 

 

    此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立切結書人 

學校名稱：□□□□□□□□□□□(學校關防) 

地址： 

計畫主持人：□□□□□□□□□□(簽章) 

 

 

民 國 1 0 7 年 0 6 月 ○ ○ 日 

 





1 

 

107 學年度大專就業學程申請計畫彙總表 

申請學校名稱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地址 基隆市中山區 20301 復興路 336 號 

總計畫主持

人 

姓名 劉怡昕 單位 研究發展處 職稱 處長 

電話 
(02)2437-2093 分

機 610 
手機  E-mail ysliou@ems.cku.edu.tw 

計畫聯絡窗

口 

姓名 王凱立 單位 實習就業輔導組 職稱 組長 

電話 
(02)2437-2093 分

機 611 
手機  E-mail kellywang111@ems.cku.edu.tw 

本校就業學程一覽表 

領域別 學程名稱 
計畫主持人 

系所 職稱 
性

別 
電話 手機 E-mail 

分署 

補助款 

學校 

自籌款 

其他機關

配合款 

學程 

總經費 計畫連絡人 

醫療保

健與照

顧服務 

臨床護理照護

實務與應用學

程 

李德芬 護理系 
副教 

授 
女 

(02)2437-2093

分機 229 
0989-659289 dfleelee7@gmail.com 

600,000 150,000 0 750,000 

同上       

觀光與

餐旅服

務 

咖啡館經營與

實務學程 

張琇瑩 餐旅系 
助理

教授 
女 

(02)24372093 

分機 267 
0936-571967 hychang@ems.cku.edu.tw 

600,000 150,000 0 750,000 

同上       

醫療保

健與照

顧服務 

護理科 

李竹菀 護理系 
助理

教授 
女 

(02)2437-2093

分機 612 
 chuwan2009@gmail.com 

84,480 21,120 0 105,600 

同上       



2 

觀光與

餐旅服

務 

餐飲管理科 

陳志旻 
餐旅管

理科 
講師 男 

(02)24372093

分機 264 
0932-255692 jmchen@ems.cku.edu.tw 

84,480 21,120 0 105,600 

同上       

註一:計畫聯絡窗口之第一順位，請填學校正式編制人員 

註二:各學程計畫主持人及連絡人限各填一人 

註三:列數不足可自行增加外，格式請勿更動。(請附電子檔) 

 



序號 學校名稱 領域別 學程名稱 補助金額 綜合建議 應修正之事項

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醫療保健與照顧服務 臨床護理照護實務與應用學程 600,000

1.職場體驗單位有5家以上，學

生選擇性高

2.計劃規劃將外籍病患及外籍雇

傭的指導列入考量，符合國內未

來狀況

3.職場體驗課程規劃細緻

4.歷年參訓學生畢業率高且資料

提供詳細追蹤就業狀態

5.共通核心職能講師多元

6.須補正完成後，始給予補助

1.專精課程」P.29~P.35)

課程三 病歷解讀與疾病照護 之課程單元 精神科病歷導讀與臨床思

辨 校內師資，姓名請寫全名

2.師資名冊」P.46~P.51)

校內師資」祈安美)未編列於名冊中，請補齊

3.經費規劃」P.52~P.53)

」1)講師鐘點費」外聘)之分 補助金額誤植，請修正」應為$244800)

」2)行政管理費之分 補助金額誤植，請修正」應為$51800)

」3)補助款之各項合計加總」$600,200)已超過補助金額」$600,000)，請

修正

2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觀光與餐旅服務 咖啡館經營與實務學程 600,000

1.宜就整體大環境分析本次就業

學程的必要性，此外總主持人是

誰擔任?如何協調會計 研發

教務等各單位

2.對應目標人才培養應備職能養

成之課程規劃尚稱合宜 安排2

家職場體驗的公司，預期效益具

體明確

3.招生方式可以加強多元運用，

學習輔導未列落後學習的對應措

施

4.其他請依初審意見修正

5.須補正完成後，始給予補助

1.專精課程」P.9~P.16)

專精課程 咖啡種植與處理 義式咖啡 咖啡萃取 咖啡

小點製作 咖啡烘豆 咖啡品評 咖啡館管理與服務

咖啡服務英語會話 ，其開課規劃之開課系所應與申請科系一致

」 ”餐飲廚藝系”)

2.職場體驗課程」P.19~P.20)

」1) 星亞商行 哈偉餐飲管理顧問公司 之預定執行日期需與職

場體驗同意書之執行期間一致，請重新規劃 」年份不對)

」2) 星亞商行 哈偉餐飲管理顧問公司 之預定執行日期編示不

清楚，未敘明連續五個工作天

」3) 星亞商行 哈偉餐飲管理顧問公司 之職場體驗同意書請使

用本學年度計畫公告規定格式填寫 」第五條條文不可修改，請更正)

3.師資名冊」P.21~P.24)

業界督導人員」洪富美)之經歷需與課程規劃表之職稱一致 」是負責人

還是經理，職稱請一致)

4.經費規劃」P.25~P.27)

」1)工作人員費之補助額度需依本學年度計畫公告規定標準編列 」140

元/時)

」2)優秀學員獎勵之補助單價及數量內容請對調

」3)補助款之合計需與各項經費項目加總一致

5.其他事項

」1)未檢附申請科系之入學時原科系開設必選修課程架構明細，請補

齊 」餐飲管理系 餐飲廚藝系)

」2)未敘明第五點第一 二 三 四項 」P5)

」3)未敘明第六點第一 二項 」P5)

」4)計畫摘要之曾辦理之學年度計畫，104誤植沒有申辦請修改；106學

程名稱誤植請修正 」咖啡館經營與實務)」p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北基宜花金馬分 107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審查結果

貴校申請2學程，通過2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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