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醒吾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企管 008) 

 

106年 9月 15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目的 

醒吾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培養學生成為學術與實務經驗兼備之人才，增

進學校與企業的互動關係，使人才培育能更符合產業界需求，並提昇本系學生就業競爭

力，以增進學生就業機會，特訂定「醒吾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實施對象 

本系學生得依其校(院)規定辦理，選（必）修校外實習課程。 

第三條  推動組織 

一、 系校外實習工作小組 

由本系主任召集系上實習輔導教師組成，為本系校外實習工作之實際執行單位，依本

系定位與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等相關決議，研擬相關實習辦法，及透過會議協調、討

論、審議並檢討各項學生校外實習事宜，以有效推動各系學生校外實習業務。另為促

進本系校外實習進行，另設立系實習輔導秘書一名，協助處理業務。 

二、 系實習輔導秘書 

由系主任任命，其權利與義務，規定如下： 

(一) 系實習輔導秘書任期以學年為原則，任期當學年得少輔導12位實習生(採計2鐘

點)，並依本系實習人數，若逾100人以上，每增加24人，得可再少輔導6位實習

生(另採計1鐘點)，以此類推，上述所產生之額外鐘點費，得由教育部補助或獎

勵校外實習相關計畫經費支應，若未來無教育部相關補助計畫則另商議訂之。 

(二) 負責統籌本系實習相關業務並協調及督導實習輔導教師，逐行各項學生校外實習

事宜及輔導工作，若遇實習輔導教師輔導工作不力或執行偏差未能有效輔導學生

者，得先由系實習輔導秘書予以輔導，必要時得委請系主任協助，督促改進。 

(三) 控管本系之實習績效指標。 

(四) 維繫各實習機構與校方之友好合作關係。 

(五) 辦理校外實習宣導講座及實習說明會。 

(六) 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辦理實習機構之開發與審核。 

(七) 依本辦法第九條規定，辦理實習媒合與簽約。 

(八) 完整彙集各式學生校外實習相關表單並分類建檔，以供存查。 

(九) 落實每學年度之校外實習課程成效檢討會議並紀錄會簽實習服務中心，以供存

查。 

第四條 系實習輔導教師職責 

一、 實習輔導教師任期以學年為原則，依本校實習輔導教師實施要點由各系自行配課、

評量及汰換，並依本校績優實習輔導教師評選實施要點評選當學年度之績優實習輔

導教師。 

二、 實施實習生職前教育，並規劃實習內容及實習計畫說明。 

三、 規劃與訂定學生實習作業及實習成績評定標準。 

四、 定期訪視輔導或電話聯繫實習機構，以瞭解學生實習狀況及問題。 

五、 評閱學生實習作業及實習報告並考評實習成績。 



第五條  實習機構之職責  

實習機構之職責以本校各院(系)與各實習合作機構個別簽訂之校外實習合作契約為主，惟

應符合下列原則： 

一、 給予實習學生所擔任職務之必要訓練。 

二、 協助實習輔導老師瞭解實習學生實習狀況。 

三、 指導並協助考評實習學生之實習成績。 

第六條  校外實習課程內容 

一、 暑期課程 

於暑期開設三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應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八週，並以不得低於

320小時為原則(包括本系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 

二、 學期課程 

於每學期開設九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實習期間至少為期四點五個月並以不得低

於600小時(境外生以不得低於360小時)為原則，修讀實習課程期間，除本系定期

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 

三、 學年課程 

於每學年開設十八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實習期間至少為期九個月並以不得低於

1200小時(境外生以不得低於720小時)為原則，修讀實習課程期間，除本系定期

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 

四、 海外實習課程 

(一) 以開設學年課程為限。 

(二) 實習地點以境外地區臺商所設海外先進或具發展潛力之企業及機構(包括分公司)

為優先。 

(三) 參與學生應通過本校院(系)規定之專業及語言能力證照之畢業門檻。 

(四) 實習機構應經學校評估合格，且實習工作性質與就讀系科相關。 

五、 彈性實習課程 

於同一學期開設三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且應於同一機構進行實習，每日連續實

習至少八小時；其累積總時數(不包含校外參訪及實務見習等)，以不得低於320

小時為原則。 

六、 上述各類型之校外實習課程，實習期間之工時需依勞工基準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七、 上述各類型之校外實習課程排課原則，由本系依本校實習輔導教師實施要點提交授課

教師名單。 

八、 校外實習課程依各項規定與系科發展定位及其專業核心能力開設學生校外實習課

程，並訂定本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經送系課程委員會審議後，送交校外實習委員會

備查。 

第七條  學生實習意願調查 

一、 學年實習課程可分為三大類別提供學生選擇：(一)觀光及餐飲連鎖加盟業 (二)零售連

鎖加盟業 (三)其他相關產業(依系科專業規劃)。 

二、 本系須於每年12月前，請學生填寫「學生校外實習意願調查表」(如表A01)，以針對

下學年度畢業生進行實習意願調查。 

三、 未參與校外實習之學生，須依選課規定修讀其他課程。 

第八條  實習機構開發與審核  

一、 實習機構應選擇經政府登記核准立案，並與本校發展特色或教學單位專業相關之公民

營機構或法人機構為原則，且實習合作機構須填寫「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基本資料表」



(如表A02)。 

二、 實習機構之開發須依據本校實習機構審查程序辦理(如附件A02-1)，開發方式如下： 

(一) 各院(系)開發：由各院(系)教師開發或企業主動提出實習合作申請之實習機構，

經(院)系主任派員實地評估後，由(院)系主任審核同意。 

(二) 畢業校友或學生自我申請：由校友或學生自行申請之實習機構，經院(系)主任派

員實地評估後，由(院)系主任審核同意。 

(三) 實習服務中心開發：由實習服務中心開發或企業主動提出實習合作申請之實習機

構，經實習中心派員實地評估後，由實習中心主任審核同意。  

三、 本系針對實習合作機構進行初步瞭解及實地評估，並記錄於「學生校外實習機構評估

表」（如表A03），以篩選合適之校外實習機構，始得簽定實習合約。 

四、 審查通過之實習機構，應於本系網頁與研發處實習服務中心網頁公告相關實習資料，

以提供學生實習資訊及進行實習媒合作業。 

第九條  實習媒合與簽約 

一、 本系或研發處實習服務中心應即時公布詳細之實習機會，包含實習機構名稱、地點、

薪資、工作時間、工作總時數、合約期限、工作性質、膳宿及保險狀況等，提供學生

選擇實習機會參考，並載明於合約中。 

二、 學生於選擇實習機構前，本系得視實際需要，安排赴實習機構瞭解實習工作環境及實

習訓練計畫內容。 

三、 學生確定實習機構後，需先填寫「校外實習學生基本資料表」(表A04)，以建立學生

實習名冊，學生及家長(監護人)並須分別簽署「校外實習同意切結書」(如表A05)。 

四、 學生於簽具各式實習相關文件時，應如實簽名並確實請求家長(監護人)簽名，如有偽

造簽名，則以觸犯偽造文書罪行為進行相關懲處。 

五、 本系確定實習名單後，應依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作業須知(如附件A06-1)與實習機構完

成「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表A06) 之簽訂。 

六、 若遇特殊狀況(如須延長實習期間、無法如期畢業者或無薪酬者…等)得由學生、家長

(監護人)及系主任另簽署「學生校外實習特殊個案同意切結書」(如附件A06-2)，並於

送實習合約校方用印時一併附上，由實習服務中心掃瞄備查，正本則由本系辦公室留

存。 

七、 實習合約內容以不違反勞動基準法及學生權益為原則，可依本系及企業實際需求協商

調整，或依企業所提之實習合作契約，經系校外實習工作小組同意及系主任用印後，

連同「學生校外實習合約用印申請表」(如表A07)，送至實習服務中心申請校方用印。 

八、 本系應於實習合約三方用印後，將「校外實習學生名冊」（表A08）電子檔與「學生

校外實習合約書」掃瞄檔，彙送實習服務中心備查。 

九、 針對學校輔導之身心障礙學生或體育精英班學生，得（免）參加校外實習課程，由校

院(系)訂定其他輔導方案。 

第十條  實習職前訓練  

一、 本系及實習輔導老師須對實習學生安排職前輔導，針對實習內容、成績考評、報告寫

作、返校座談、實習安全維護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詳細說明與輔導，俾讓實習學生

瞭解遵循。 

二、 實習服務中心得向實習學生宣導職場倫理及工作安全等相關注意事項。  

第十一條   實習報到  

一、 實習報到必須依實習機構之人事規定完成報到手續。 

二、 若無故未報到，或自行更換實習機構者，將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處理。 



三、 實習輔導老師應於實習學生報到後，確認企業是否確實為學生辦理勞健保或意外保

險。 

四、 實習期間可依實習機構需求，於徵得學生同意後，得彈性提早報到或延後結束，俾便

實習工作順利交接。 

第十二條   實習期間考勤  

一、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由輔導老師與實習機構主管共同關心學生工作及出勤狀況。 

二、 學年校外實習為正式課程，學生應遵循實習機構之各項管理規章及規定，原則上實習

期間曠職視同曠課，並依據學校與實習機構訂定之辦法處理。  

三、 除特殊情形或偶發事件外，實習期間請假應事先辦理，經實習機構主管核准，並向實

習輔導老師報備。  

四、 出勤記錄考核得列入實習成績考評項目。  

五、 學生校外實習行為適用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定。 

第十三條   校外實習輔導 

一、 實習輔導老師應會同每位學生及實習機構主管，於實習前共同研訂「學生校外實習工

作計畫表」（如表B01），並同上學期「學生校外實習訪視輔導紀錄表」（如表B02），

彙送至實習服務中心掃瞄備查，作為學生實習工作之依據。 

二、 實習輔導老師應親自赴實習機構拜訪實習機構主管並瞭解學生實習工作狀況，每學期

訪視次數至少二次，以瞭解學生校外實習狀況。訪視後須填寫「學生校外實習訪視輔

導紀錄表」（如表B02）送系主任審閱，並請系實習輔導秘書於每年12/31(上學期)與

5/10(下學期)前將本系之實習生輔導紀錄表(每位學生至少二份)，彙送至實習服務中

心掃瞄備查，正本則由本系辦公室留存，以提供教育部訪視審查使用。  

三、 學生實習期間，輔導老師除每月至少一次學生電話訪談外，並視學生需求及特殊狀況

親自至實習機構進行溝通瞭解並進行必要之問題處理。 

第十四條   爭端處理 

一、 本系如遇校外實習相關爭端（議）事件或接到實習學生家長(監護人)、實習生、實習

機構等意見反映時，須依校外實習個案處理程序(如附件B03-1)辦理，並填寫「校外實

習意見反映紀錄表」（如表B03）送實習服務中心備案存查。 

二、 處理原則應以維護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之權益為前提妥善處理，遇重大爭端事件應呈

報實習服務中心，必要時由實習服務中心召開校外實習個案討論會議審議。 

第十五條   校外實習異動之處理原則  

一、 學生實習期間欲轉換實習機構或終止實習，須填寫「學生實習異動申請表」(如表B04)。 

二、 學生實習異動之離職交接期必須依實習機構之規定完成職務交接，以不超過兩週為

限。 

(一) 實習機構轉換 

1. 學生實習期間，如因個人不適應、企業解聘、實習機構制度嚴重弊端或學生

特殊個案等不可抗力因素，經實習輔導老師與學生及實習機構完成懇談，並

經系校外實習工作小組同意後，始准於更換實習機構，並由系辦協助轉換實

習機構。 

2. 每學期異動以乙次為限。 

(二) 實習終止 

1. 實習學生如發生下列相關事項得終止其實習： 

(1) 凡經醫師診斷或經各院(系)實習會議決議身心狀況不適合實習者。 

(2) 請假、缺勤超過公司規定者。 



(3) 發生重大事件經系校外實習工作小組會議決議終止實習者。 

(4) 經實習機構或系校外實習工作小組評估無法擔任實習工作者。 

2. 經系校外實習工作小組決議後，須提報實習服務中心備查，並由本系訂定其

他輔導方案。 

第十六條   獎懲規定 

一、 學生校外實習成績優秀，或於實習機構有優良事蹟者，得由實習機構主管、各輔導老

師報請系實習輔導秘書，經系校外實習工作小組審議後酌予獎勵。 

二、 學生發生違規事項，得由實習機構主管、各輔導老師報請系實習輔導秘書，經系校外

實習工作小組審議後酌予懲處。若遇重大違規事項，依違規情節之輕重，得由本系發

函至實習機構致歉並會簽實習服務中心。 

第十七條   校外實習成績評定方式  

一、 學生實習結束須完成實習報告，報告格式由本系自訂。 

二、 成績評定方式為實習機構主管及實習輔導老師共同給予考評。 

三、 實習機構須於每學期末填寫「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如表B05)。 

第十八條   實習滿意度調查與檢討 

一、 本系須於每年6月前完成實習機構與學生實習滿意度調查，並分別請實習機構填寫「學

生校外實習機構滿意度問卷調查表」(如表C01)，學生填寫「學生校外實習滿意度問

卷調查表」(如表C02) ，實習輔導老師填寫「學生校外實習機構評量調查表」(如表C03)。 

二、 本系須於每學年度至少各召開一次系校外實習工作小組會議，針對上學年度之學生校

外實習課程進行檢討，並將會議紀錄會簽實習服務中心，並供存查。 

第十九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系校外實習工作小組會議審議通過，陳請系主任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