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光系產學合作計畫案統計表

項
次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計畫期間
計畫經費

（單位：元）

1 石慶得

96 年度教育部補助『重要特色領

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 - 財富管

理與全球運籌 e 化人才培育改

進計畫 ,

教育部 2007/02~2008/01

2 石慶得

97 年度教育部補助『重要特色領

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 - 財富管

理與全球運籌 e 化人才就業能

力增進計畫

教育部 2008/02~2009/01

3 聞祝達 96 年度壽豐溪河床監測工程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

理處
2007/03/~2007/10 850,000

4 聞祝達

「東區技專校院與高職（含綜高）

建立策略聯盟賡續計畫」(子計劃

主持人)
教育部 2007/01~2007/07 1,500,000

5 聞祝達
100 學年度跨領域英語導覽學分

學程計畫
教育部 2012/02~2012/07 500,000

6 王慧君
建置整合行銷人才職涯進路地圖

與課程學習地圖
青輔會 2009/01~2009/11/3 85,600

7 王慧君 98 年度商業人才認證培育推廣計 經濟部商業司及中國生產力中心 2009/09/01~200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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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慧君

99 年度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與產

業園區產學合作計畫：台灣薄膜

太陽能電池產業策略分析

教育部 2010/01/25~2010/12/31 179,000

9 王慧君

99 年度工業區廠商轉型升級計畫

廠商(企業資源規劃系統運作問

題探討

工業局 2011/01/~2012/06 72,000

10 王慧君 99 學年度教育部樂齡大學計劃 教育部 2010/09/~2011/06 360,000

11 王慧君 虛擬通路行銷學程計畫書 勞委會 2011/07/01~2012/08/31 570,000

12 王慧君 101 學年度教育部樂齡大學計劃 教育部 2012/09~2013/06 360,000

13 何信賢
95 年度第 3 梯次餐旅服務技術士

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計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007/1/12~2007/1/25 238,175

14 何信賢

96 學年度大學及技專校院辦理就

業學程-旅運及餐旅服務管理就

業學程計畫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 2007/7/1~2008/9/30 878,880

15 何信賢
96 年度第 3 梯次餐旅服務技術士

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計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008/1/18~2008/1/25 191,235

16 何信賢
97 學年度大學及技專校院辦理就

業學程-觀光及餐旅服務就業學
勞委會職訓局 2008/7/1~2009/6/30 750,000



項
次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計畫期間
計畫經費

（單位：元）
程計畫

17 吳仁明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水域環境條件

與遊憩活動調查規劃
觀光局 2008/07~2009/03 1,900,000

18 吳仁明
97 學年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數位

學習示範課程
教育部 2008/07~2009/04 100,000

19 吳仁明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質通識教育

課程計畫-防災與生活
教育部 2008/08~2009/01 201,200

20 吳仁明
98 年「大專校院環保初體驗執行

計畫」
環保署 2009/04~2009/12 25,000

21 吳仁明

98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環境

教育推廣活動計畫-環保社區綠

色生活營造之研討參訪

教育部 2009/07~2009/11 75,000

22 吳仁明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永續發

展通識課程計畫-科技發展與永

續環境

教育部 2009/07~2010/01 100,000

23 吳仁明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優質通識教育

課程計畫-防災與生活
教育部 2009/08~2010/01 223,000

24 吳仁明
環境保護活動-生活環保-環保模

範社區綠色生活營造之參訪研習
環保署 2010/07~2010/12 50,000

25 吳仁明 99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環境 教育部 2010/04~2010/12 5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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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活動計畫-溼地生態保

育研討與國家級濕地參訪活動

26 吳仁明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永續發

展通識課程計畫-科技發展與永

續環境

教育部 2010/08~2011/01 68,000

27 吳仁明

100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環

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環保模範

社區參訪活動

教育部 2011/04~2011/12 61,400

28 吳仁明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永續發

展通識課程計畫-綠能與永續環

境

教育部 201/08~2012/01 69,000

29 吳仁明
101 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

程計畫-綠能與環境
教育部 2012/02~2012/07 175,080

30 吳仁明

101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環

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國家十大

經典農村-九芎湖防災、濕地教育

與生態保育之研討參訪

教育部 2012/04~2012/12 65,000

31 吳仁明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永續發

展通識課程計畫-永續環境與防

災

教育部 2012/08~2013/07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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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何信賢、王敬

輝、聞祝達
產學攜手計劃 教育部 2011~2015 500,000

33 談心怡 97 觀光業實務體驗研習營 觀光局 2008/04/27~2008/05/01 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