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踐大學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畢業專題成果發表實施要點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核備 

一、 畢業專題成果發表為實踐大學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學生課程總結
之活動，為整合學生所學之專業知識，與培養實作經驗，依據實踐大學管理學院師生共同研究
成果發表會實施要點，及為使學生瞭解畢業專題成果發表之規定及流程，特訂此要點以資遵循。 

二、 畢業專題成果發表配合之課程及期程如下表： 
適用學年度 
入學學生 科目代碼 配合課程 年級 學

分 

107 OB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三下 3 
OE9 Internship / Project（1） 四上 3 

108 MC8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三下 3 
A64 Internship / Project（1） 四上 3 

三、 畢業成果發表每組成員規定人數為 3-6 名（由組員推舉組長 1 名），重補修生可加入應屆班級
或由重補修生至少兩人組成 1 組。 

四、 應於三年級下學期第十五週前完成分組並確定指導老師，學生應與指導老師洽談，雙方應對指
導方向、發表要求、專題構思等妥善溝通並達成合意。 

五、 指導老師以本校專任教師為原則；指導老師負責指導學生選定題目、專題進行及審核評分等相
關事務之協調執行。 

六、 於三年級下學期第十六週將指導確認單（附件一）送至本學程辦公室備查。 
七、 本學程學生不得以任何原因停休，但經任課老師、學程主任同意者不在此限。 
八、 指導老師之更換需經新、舊指導老師及學程主任同意。 
九、 各組人數若需調整或增減組員，應與指導老師充分溝通，由指導老師與學程主任同意後始得調

整。 
十、 指導老師應安排指導時間，本辦法配合之課程，任課老師與指導老師評分比重如下，並應明列

於教學計畫表中，俾使學生瞭解： 
（一） 配合課程之任課老師佔比總成績 50%。 
（二） 指導老師佔比總成績 50%。 
（三） 指導老師總成績評定要項應包含出席率、畢業專題討論參與程度、畢業專題報告等。每

學期各組至少四次須與指導老師討論其內容，並須填寫工作進度表（附件二）。工作進
度表正本由指導老師存查，影本供本學程留存，以做為成績考核之參考。 

十一、 各組於畢業成果發表會期間須以口頭報告形式並製作成果壁報，辦理離校手續前均有義務
參與本校規劃之校內外活動。 

十二、 初賽每組需於初賽前一週繳交 PDF 書面紙本（3 份）、PDF 電子檔（至多 30 頁，由 Word 轉
檔，避免跑版）、PPT 簡報電子檔（須與當天初賽報告版本一致）。 

十三、 決賽每組需於決賽前一週繳交修正後 PDF 書面紙本（5 份）、PDF 電子檔（至多 30 頁，由
Word 轉檔，避免跑版）、PPT 電子簡報檔（須以當天決賽報告版本一致），於報告規定時間
內允許播放其他軟體檔或展示有利於成果展現之情形。 

十四、 各組須於決賽前（確定時間以學程辦公室公告為主），繳交壁報電子檔（PDF 檔）及各組自
行輸出（A1 直式尺寸，約寬 60cm*高 84cm，霧面）。 

十五、 營運計畫書（範例參照附件三），格式包含：封面（各組自行設計）、目錄、內文頁數 30 頁、
標準版面、行高（單行間距）、字體（標題 14、內文 12）、字型（標楷體、英數 Times New 
Roman）、引著、紙磅（70-80 磅）。 

十六、 初、決賽評審由學程辦公室邀請外部專家學者擔任之。 
十七、 獎金依實踐大學管理學院師生共同研究成果發表會實施要點辦理： 

（一） 第一名 5,000 元、第二名 4,000 元、第三名 3,000 元、第四名 2,000 元、第五名 1,000
元及優等數名。 

（二） 第一名應履行之義務包含校內發表、海外展演、回國繳交心得。如因故不能參加者，
由第二名以下依序遞補。 

（三） 本學程補助參加海外展演之隊伍團費合計 30,000 元。 
（四） 參加海外展演隊伍之個別學生另得依管理學院學生赴海外交流學習獎勵金實施作業

要點申請獎勵金。 
十八、 參賽隊伍需簽署著作利用授權同意書（附件四）。 
十九、 本學程得發函邀請各大專院校與研究成果相關之學系師生出席發表會，以達學術交流之目

的。 
二十、 本要點經學程會議通過，送院級會議核備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實踐大學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畢業專題成果指導確認單 

上課班級 組別 
組員名單（3-6 名）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備註 

ETP-BIB3C 第      組 

    組長 
    

組員 
    
    
    
    

畢業專題題目  

摘要 
（200-300 字）  

指導老師簽名 □專任   
□兼任   

學程辦公室 
簽收 

 

附註： 
1.本表請於三年級下學期第十六週將指導確認單送至本學程辦公室備查。 
2.初賽於四年級上學期第 7-8 週間舉辦、決賽於四年級上學期第 13-15 週間舉辦，確定時間以系辦公告為主。 



附件二 
 

實踐大學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畢業專題成果工作進度表 

日期（年/月/

日） 

 

畢業專題題目  

組員名單 

姓名 負責工作與執行情形 出席/缺席原因 

   

   

   

   

   

   

討論重點  

下次討論前 

應完成工作 

 

記錄人簽名  

出席成員簽名 

 

指導老師簽名  

備註 

1. 指導老師評分項目包括組員分工執行狀況、參與討論狀況、與學

習態度評量等。 
2. 各組至少每兩週須與指導老師討論其製作內容，並須填寫工作進

度表。工作進度表正本由指導老師存查，影本供本學程留存，以

做為成績考核之參考。 
3. 本表為參考格式，建議各組可自行利用如 Google、SkyDrive 等雲

端分享或專案管理系統來管理工作進度。 
 
  



附件三 
 
實踐大學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畢業專題成果發表營運計畫書以創新、創業為發

想，架構如下： 
第一章 摘要 
第二章 創業機會與構想 
一、 創新創業構想 
二、 環境分析 
三、 可行性分析 

第三章 產品與服務內容 
一、 產品與服務內容 
二、 營運模式 
三、 營收模式 
四、 商業模式 

第四章 市場與競爭分析 
一、 市場特性與規模 
二、 目標市場 
三、 競爭對手與競爭策略分析 

第五章 行銷策略 
一、 目標消費族群 
二、 行銷策略 

第六章 財務計畫 
一、 預估損益表 
二、 預估資產負債表 

第七章 結論與投資效益 
一、 營運計畫之結論 
二、 效益說明 
三、 潛在風險 
四、 後續與建議 

第八章 參考資料 
第九章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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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利用授權同意書                附件四 

 

本人茲同意無償且永久授權實踐大學(以下簡稱被授權人)使用本人參加 

                                                 之著作(作品)。 

本人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1. 本人授權之著作(作品)內容皆為自行創作。 

2. 本人擁有完全權利與權限簽署並履行本同意書，且已取得簽署本同意書必要之第

三者同意與授權。 

3. 同意被授權人得將本人授權之著作(作品)，以適當技術或方式為重製、複製及公開

展示播放、上網等及有為其他一切利用授權著作之行為，並規劃其經營銷售模

式。 

4. 授權之著作(作品)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業機密或其他

智慧財產權之情形。 

5. 本人同意被授權人得自行修改潤飾本人提供之文字或圖片(照片)，並自行蒐集本人

之照片、學經歷等，俾利於被授權人出版品及網站中介紹本人之著作(作品)。 

6. 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本人須自負法律責任。於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因可

歸責於本人之事由致被授權人受有損害，本人應負賠償被授權人之責。 
 此  致 
   實踐大學 

學號 姓名 簽名 學號 姓名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