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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科技大學保健食品系校外實習要點 

 

96 年 5 月 23 日  9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96 年 6 月 20 日  9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 年 6 月 2 日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100 年 6 月 8 日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院務會議通過 

100 年 7 月 27 日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課程委員會檢視 

106 年 9 月 10 日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 年 9 月 23 日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 年 3 月 18 日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 年 8 月 2 日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中州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保健食品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建立校外

訓練系統，使學生專業能力與實務結合，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以提升

職場競爭力，特訂定「中州科技大學保健食品系校外實習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本系校外實習分為：暑期(三學分)及學期間(六學分)，依教育部規定每學分

八十小時，並配合學制學分表及各實習單位所提供之時段安排實習。 

三、實習期間：本系四年制學生得於畢業前，利用暑期或學期間實習。 

四、凡本系學生於實習前的各學期學業平均總成績達 80 分以上，得參加校外

實習。 

五、本課程目的在培養學生系所核心能力如下： 

(一) 食品檢驗分析及品質管制能力 

(二) 保健食品研發與產製能力 

(三) 食品營養及安全衛生管理能力 

(四) 保健食品生物技術應用能力 

(五) 營養保健教育及推廣能力 

  

六、校外實習單位由本系「研發暨終身教育委員會」負責，委員會之成員由本

系專任教師擔任。其職責為(一)規劃學生實習課程之相關事項、(二)審核學

生實習機構之適當性及(三)監督學生實習狀況及指導其他與學生實習相關

之事宜。另外，委員會必須嚴格審查學生實習場域並填寫學生校外實習機

構評估表(附件一)，實習單位需合法且具有營利事業登記證，且實習內容

須與本系專業能力或教學內容相關。其實習場所安全無疑慮，如有提供住

宿者其生活環境應安全。 

七、由本系「研發暨終身教育委員會」公告實習廠商名冊，學生填寫志願序，

由「研發暨終身教育委員會」安排學生至實習單位面談，於約定面談時間

無故不到者，送「研發暨終身教育委員會」議處，經面談錄取後不得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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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殊原因無法至校外實習者，需經「研發暨終身教育委員會」審查原因

確認無法實習者，再另行安排。亦可由學生自行選擇實習機構，經「研發

暨終身教育委員會」開會審議認可後方能前往實習。 

八、決定學生實習單位後，由學校與實習單位簽訂「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附

件二)，學生簽訂「學生校外實習同意書」(附件三)，及協調學生家長簽訂

「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具結書」(附件四)，校外實習計畫書(附件五)。 

九、實習期間由全系老師擔任輔導教師，並與實習單位指派之代表共同組成

「學生實習輔導小組」，負責督導學生實習與生活管理，實習期間並由實

習單位定期通知本系學生出勤狀況。輔導教師每學期至少一次實地訪視，

不定期的電話訪談，將學生實習狀況填寫於「校外實習訪視紀錄表」(附件

六)，若發生緊急事故或實習適應不良需轉換或離退等特殊狀況時，學生應

回報實習輔導老師，依校外實習特殊狀況處理程序處理(附件七)。 

十、實習成績由實習單位與輔導老師共同評分，實習單位將學生的實習狀況，

填寫於「校外實習機構學生考評表」(附件八)，佔總成績的 60%，並依本

校規定格式撰寫實習心得報告(附件九)，實習完成後兩週內繳交給系所輔

導老師評分，佔總成績的 40%。實習結束後，每一實習機構需繳交「實習

機構滿意度調查表」(附件十)、每位實習生須繳交「實習生滿意度調查表」

(附件十一)，以完成校外實習程序。 

十一、 本系修習校外實習之同學若發生下列情事，以致造成本校校譽重大傷

害者，則該生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外並依校規議處。 

(一)無故缺曠達三天者。 

(二)不服從實習單位之指導，擅作主張，我行我素之行為，經實習單位舉

證屬實，經系務會議同意通過者。 

 

十二、 實習期間所需之實習費、食宿費、交通費、保險費等相關費用由學生

自理。 

十三、 校外實習得設系所實習輔導老師負責實習相關事務，包括實習場所的

聯絡安排、舉辦實習說明會、學生訪查及成績核算等業務。 

十四、 學生校外實習之地點，以國內為原則，國外實習部分除遵循本要點

外，另依本校在校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辦理。 

十五、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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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州科技大學 

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與評估表 
填寫日期：＿＿年＿＿月＿＿日 

一、實習機構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公司統編  

公司地址  

實習地點 
□同公司地址   

□其他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 (   )  

E-mail  

機會來源 □廠商申請□老師推介□學生申請 □其它              

合作情形 □第一次合作  □延續性合作 

公司簡介  

預估實習 

期間(可複選) 

□暑期：   年   月至  年  月 

□學期：   年   月至  年  月 

□學年：   年   月至  年  月 

依教育部規定每 1 校外實習學分以 80 小時為限。 

類別 薪資福利 保險提供 實習時間（工作時間） 

工作型實習

（需投保勞

保） 

□基本工資（月薪/時薪）      元 

□福利：_______(如生活津貼、交通

津貼、伙食津貼、交通接駁、進修、

禮卷等)  

□勞保/勞退 

□健保 

□意外險 

□醫療險 

□其它＿＿ 

每日＿小時，每週＿小時 

（正常工時及延長工時須符

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 

一般型實習 

□無補助 

□獎助學金＿＿＿元 

□福利：_______(交通接駁、進修、

禮卷等) 

□勞保/勞退 

□健保 

□意外險 

□醫療險 

□其它＿＿ 

每日＿小時，每週＿小時 

(每日實習期間不得超過 8 小

時，且不得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之時間內進行) 

住宿 □供宿□自理 膳食 □供膳□自理 

實習科系 

□電機系□機動系□多遊系 

□行管系□資管系□餐旅系 

□觀光系□視傳系□時尚系 

□保食系□景觀系□運促系 

□餐廚系 

實習職缺名稱： 

提供實習名額： 

工作項目或內容 

(須符合系所核心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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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表格可自行增列 

以下由系（所）填寫，實習機構免填。 

二、實習機構評估 

機構環境 □極佳   □佳   □普通   □尚可   □不良 

機構待遇 □極佳   □佳   □普通   □尚可   □不良 

機構安全性 □極佳   □佳   □普通   □尚可   □不良 

機構專業性 □極佳   □佳   □普通   □尚可   □不良 

體力負荷 □負荷極輕 □負荷輕 □負荷中度 □負荷重 □負荷極重 

培訓計畫 □極佳   □佳   □普通   □尚可   □不良 

合作理念 □極佳   □佳   □普通   □尚可   □不良 

三、整體評估：□極佳   □佳   □普通   □尚可   □不良 

四、評估結果：□推薦實習               □不推薦實習 

五、其他備註 

填表系所：＿＿＿＿＿＿＿＿＿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本表經     年    月    日                 系學生職場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 

說明：完成填寫後，請聯繫各系（所）辦公室知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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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州科技大學職場實習合約書 

【職場實習工作型-有實習薪資/津貼】 

 

 

立合約書人: 中州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與            公司 (以下簡稱乙
方)，雙方基於培訓科技專才，共同推展實習合作教學與實務訓練之互惠原
則，本合約實習以學習為主要目的，除從事學習訓練外，並有勞務提供或工作
事實，實習生於實習機構之身分認定，兼具學生及勞工身分，屬職場實習工作
型，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循。 

 

一、實習合作職掌： 

甲方           ： 

承辦學生實習有關業務及聯繫，各系專業教師負責指導學生職場實習。 

乙方            ： 

提供甲方學生實習項目分配、報到、訓練及協助輔導實習學生之職場知能。 

二、合約期限與實習種類： 

(一)實習期間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每日＿＿小時，每週＿＿小時。 
 

(二)實習種類 

□暑期制 

□學期制 

□學年制 

實習課程名稱  

1.                 （學分數:        學分）  

2.                 （學分數:        學分） 

3.                 （學分數:        學分） 

4.                 （學分數:        學分） 

5.                 （學分數:        學分） 

6.                 （學分數:        學分） 

選擇學期制或學年制，請明確說明該實習課程專業性、合理性，及完整實

習規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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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場實習工作項目及名額： 

（一）工作項目安排以不影響學生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 

（二）本次實習名額共＿＿人，合作系別、工作項目詳如實習名冊。 

四、實習報到： 

（一）甲方於實習開始前一週將學生相關資料寄達乙方。 

（二）乙方於學生報到時，應即給予職前安全衛生訓練，並派專人指導。 
 
五、薪資給付方式： 

（一）實習薪資/津貼  

□每月給付新臺幣＿＿＿＿元 

□每時給付新臺幣＿＿＿＿元 

□其他：＿＿＿＿（請註明) 

（二）薪資給付以（金融機構轉存／現金／＿＿＿＿）方式直接發給甲方 

實生。 

（三）若有延長工時給付，則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範辦理。 
   

 

六、膳宿與福利： 

（一）住宿： □提供 □未提供 

（二）伙食： □提供（一日＿餐） □未提供 

（三）提供福利：＿＿＿＿＿＿＿＿＿＿＿＿＿＿＿＿＿＿＿＿＿。 

 

七、保險： 

（一）甲方應於實習學生報到前辦理意外及醫療保險，意外保險保額至少
為新臺幣 200 萬意外保險及新臺幣 5 萬元醫療險。 

（二）實習學生報到時，乙方應即辦理勞工保險、健保、勞動基準法所定
職業災害補償額度之商業意外保險暨勞工退休金提撥。 

 

八、實習時間、休息時間、請假、例假及休息日規定等不得違反勞動相關法規。 

 

九、實習學生輔導： 

（一）實習期間，每位學生由學校及實習機構輔導老師，共同督導實務實習

工作內容及進行技能指導工作，並以「個別實習計畫」為依據。 

（二）乙方實習單位應安排職前訓練課程、專業實務工作，並指派專人指導，
嚴格要求敬業精神與培訓專業實務技能。 

（三）乙方所安排之工作不得要求學生協助從事違法行為。乙方如有違反，
甲方得逕行終止本合約，甲方學生與乙方勞動關係亦告終止。 



- 7 - 

（四）實習期間甲方應安排輔導老師赴乙方訪視實習學生，負責實習輔導、

溝通、聯繫工作。 

（五）實習生於機構學習期間遭性騷擾時，其申訴之提出及認定，依性別工
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六）實習生於機構學習期間之學習機會、內容、成績評量待遇或獎學金之
給予，遭實習機構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時，申訴之提出及認
定，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辦理。 

 

十、實習考核： 

（一）實習期間由甲方及乙方實習輔導老師共同評核實習成績，並填妥「實
習成績考核表」。 

（二）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乙方知會甲方輔導處理，經輔導未改善者
得予終止實習。 

（三）甲乙雙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實習合作更臻完善。 

 

十一、附則: 

（一）實習生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與實習爭議處理方式依甲方實習相關法
規辦理。 

（二）本合約所有相關附件均視為本合約之一部分，具合約條款完全相同之
效力，其他有關實習合作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
另訂之。 

（三）本合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民法、勞動基準法第七章職業災害補償

規定等相關法令，合約書未盡周詳之處，均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則。 

（四）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雙方合意以台灣彰化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 

十二、本合約書一式參份，甲、乙、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校方 

甲 方：中州科技大學 

代表人：                校長 

系所單位主管：             系         主任 

地 址：  

統一編號：60001714 

 

乙 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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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編號：                        

 

丙 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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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實習名冊 

 

實習機構/

單位名稱 

 

實習職稱及

工作項目 

 

實習生系別 

 

姓名 

 

學號 

 

學生簽名/

蓋蔁 

      

      

      

      

      

說明：本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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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前-03 職場實習合約書【職場實習一般型】中英對照版 

中州科技大學職場實習合約書 

【職場實習一般型】 

 

立合約書人: 中州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與            公司 (以下簡稱乙

方)，雙方基於培訓科技專才，共同推展實習合作教學與實務訓練之互惠原

則，本合約實習以學習為主要目的，無從事學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

實，實習生於實習機構之身分認定，僅具學生身分，屬職場實習一般型，協議

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循。 

 

一、實習合作職掌： 

甲方           ： 

承辦學生實習有關業務及聯繫，各系專業教師負責指導學生職場實習。 

乙方            ： 

提供甲方學生實習項目分配、報到、訓練及協助輔導實習學生之職場知能。 
  

二、合約期限與實習種類： 

(一)實習期間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每日＿＿小時，每週＿＿小時。 

 (二)實習種類 Type of internship: 

□暑期制 

□學期制 

□學年制 

實習課程名稱：  

1.                 （學分數:        學分）  

2.                 （學分數:        學分） 

3.                 （學分數:        學分） 

4.                 （學分數:        學分） 

5.                 （學分數:        學分） 

6.                 （學分數:        學分） 

選擇學期制或學年制，請明確說明該實習課程專業性、合理性，及完整實

習規畫內容: 

                                                                

                                                                

                                                                       

http://ascdc.nkust.edu.tw/var/file/22/1022/img/249/186226785.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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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場實習工作項目及名額： 

（一）工作項目安排以不影響學生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 

I  

（二）本次實習名額共＿＿人，合作系別、工作項目詳如實習名冊。 

 

四、實習報到:  

（一）甲方於實習開始前一週將學生相關資料寄達乙方。 

（二）乙方於學生報到時，應即給予職前安全衛生訓練，並派專人指導。 

五、獎助學金： 

（一）乙方可視學生表現提供學生獎助學金，每月給付新臺幣＿＿＿＿元。 

（二）獎助學金以（金融機構轉存／現金／＿＿＿＿）方式直接發給甲方
實習生。 

六、膳宿與福利： 

（一）住宿： □提供 □未提供 

（二）伙食： □提供（一日＿餐） □未提供 

（三）提供福利：＿＿＿＿＿＿＿＿＿＿＿＿＿＿＿＿＿＿＿＿＿。 

 

七、保險： 

（一）甲方應於實習學生報到前辦理意外及醫療保險，意外保險保額至少
為新臺幣 200 萬意外保險及新臺幣 5 萬元醫療險。 

（二）乙方應為實習生投保比照勞動基準法所定職業災害補償額度之商業

意外保險。 

 

八、工作時間： 

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 8 小時，且不得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接受訓練。 

 

九、實習學生輔導： 

（一）實習期間，每位學生由學校及實習機構輔導老師，共同督導實務實
習工作內容及進行技能指導工作，並以「個別實習計畫」為依據。 

（二）乙方實習單位應安排職前訓練課程、專業實務工作，並指派專人指
導，嚴格要求敬業精神與培訓專業實務技能。 

（三）乙方所安排之工作不得要求學生協助從事違法行為。乙方如有違反，
甲方得逕行終止本合約，甲方學生與乙方勞動關係亦告終止。 

（四）實習期間甲方應安排輔導老師赴乙方訪視實習學生，負責實習輔導、
溝通、聯繫工作。 

（五）實習生於機構學習期間遭性騷擾時，其申訴之提出及認定，依性別
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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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習生於機構學習期間之學習機會、內容、成績評量待遇或獎助學

金之給予，遭實習機構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時，申訴之提
出及認定，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辦理。 

 

十、實習考核： 

（一）實習期間由甲方及乙方實習輔導老師共同評核實習成績，並填妥「實
習成績考核表」。 

（二）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乙方知會甲方輔導處理，經輔導未改善
者得予終止實習。 

（三）甲乙雙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實習合作更臻完善。 

 

十一、附則： 

（一）實習生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與實習爭議處理方式依甲方實習相關
法規辦理。 

 

（二）本合約所有相關附件均視為本合約之一部分，具合約條款完全相同
之效力，其他有關實習合作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
後，另訂之。 

 

（三）本合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民法、勞動基準法第七章職業災害補
償規定等相關法令，合約書未盡周詳之處，均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
則。 

（四）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雙方合意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二、本合約書一式參份，甲、乙、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中州科技大學 

代表人：                校長 

系所單位主管：             系         主任 

地 址： 510 彰化縣員林市山腳路三段 2 巷 6 號 

統一編號：60001714 

 

乙 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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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14 - 

附件.實習名冊 

 

實習機構/

單位名稱 

 

實習職稱及

工作項目 

 

實習生系別 

 

姓名 

 

學號 

 

實習學生簽名/

蓋章 

 

      

      

      

      

      

說明：本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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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學生校外實習同意書 

    本人            為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系學生，為增進個人專業能力與實務經驗，茲申請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上列期間未含

本人與實習機構簽訂之自願延長實習期間），前往由本系所推薦

之國內(外)優秀機構進行校外實習。實習期間本人願配合督導及

遵守各項實習規章及生活作息管理，服從學校實習輔導教師及實

習單位指導人員之教導，並隨時注意交通及住宿安全。若有下列

情事導致實習成績不及格，願回學校擇期補修學分，若因此延宕

畢業，本人絕無異議： 

1. 因違規或重大事項導致實習單位認定無法繼續在該單位實

習，且經「實習委員會」會議討論確定者，該已實習時數不

予採計，實習學分則以不及格論處。 

2. 依就讀學系實習成績考核辦法評定為校外實習成績不及格

者。 

    此致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系 

學 生 姓 名 : (簽章) 

住   址   :  

身份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   年      月      日  

聯 絡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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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在校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敝子弟             為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系學生，茲同意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止（上列期間未含敝子弟與實習機構簽訂之自願延長實習期間），前往由 貴

系所推薦之國內(外)優質機構：                       進行校外實習，

實習期間願配合督導敝子弟遵守各項實習規章及生活作息管理，並服從學校

實習輔導老師及實習單位指導人員之教導，如有違規事件或實習成績不及格

情事，願接受校規及相關法規之處理，本人絕無異議。另本人也暸解敝子弟

參與校外實習期間，上、下班及回校上課或輔導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或住宿

事宜，本人會叮嚀敝子弟隨時注意交通及住宿安全，以避免意外事故之發生。 

    此致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系 

 

學 生 姓 名 : (簽章) 

家 長 姓 名 : (簽章) 

住   址   :  

身 份 證 字 號 :              

出 生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聯 絡 電 話 : (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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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中州科技大學 

個別實習計畫書 

系別: ＿＿＿＿＿＿＿＿＿＿＿＿＿＿ 

班級: ＿＿＿＿＿＿＿＿＿＿＿＿＿＿ 

姓名: ＿＿＿＿＿＿＿＿＿＿＿＿＿＿ 

學號: ＿＿＿＿＿＿＿＿＿ 

實習機構: ＿＿＿＿＿＿＿＿＿＿＿＿ 

實習類型:  

□暑期實習     □學期實習 

 

預計實習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個別實習計畫同意簽署處 

實習學生 

 

家長 

 

學校實習輔導老
師 

 

實習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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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基本資料  

系（所） 
 

 班級 

 

 

學生姓名 

 

 
學生學號 

 

學生電話 
 

 學生 

通訊地址 
 

 

實習課程名稱 

 

 
實習類別 

 

□暑期實習   

□學期實習  

學校輔導教師 

 

姓名 

 
 

實習機構 

輔導教師 
 

姓名/ 

職稱 

 

 

電話 

 
 

電話 

 

 

實習機構 

名稱/部門 
 

 實習機構 

地址 
 

 

實習職稱 

 

工作項目 

 

 

 

實習期間 

 

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薪資或其他給付 

□實習薪資 每月 / 每時 給付新台幣＿＿＿＿元。 

□視學生表現提供學生獎助學金，每月給付新台幣_____________元。  

□無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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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學習內容 

實習課程目標 

針對學生未來就業、職涯發展所需技能予以規劃，透過實習協助學生將
理論與實務結合，培養食品檢驗分析、食品品質管制、食品營養、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保健食品加工與產製、保健食品生物技術、營養保健教
育及推廣等專業能力，並培育良好職場倫理及工作態度，以提升學生就
業競爭力。 
 

實習課程內涵 

(實習主軸) 
 

1.提供學生與所學直接相關的經驗，以結合理論與實務。 

2.擴大學生之視野、強化學生知能以及獨立工作能力。 

3.使學生將所學協助實習機構完成業務。 

4.使學生得以培養良好之情緒管理能力、工作態度、職場倫理、表達溝
通、團隊合作、挫折容忍力、發掘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5.其他＿＿＿＿＿＿＿＿＿＿＿＿＿＿ 

各階段實習內容
具體規劃及時程

分配 
 

實習階段 期間 實習主題 

實習初期   

實習後期 

 
  

實習機構提供實
習課程指導及 

資源說明 
 

實習機構提供培訓內容：  

實務基礎訓練： 

□職業安全與教育訓練  

□企業知識培訓 

□企業文化訓練 

□其他: ＿＿＿＿＿＿＿＿＿＿＿＿＿＿ 

 

實務主題訓練：  

□知識管理  

□學習內容溝通 

□專業知識探討  

□實務問題釐清  

□實務問題排除  

□實務問題支援  

□實務問題分析  

□實務案例分享  

□產品除錯  

□製程改善  

□庶務管理  

□技術指導  

□其他: ＿＿＿＿＿＿＿＿＿＿＿＿＿＿ 

 

實習機構提供資源與設備投入情形： 

□實驗設備 

□儀器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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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人指導  

□教育培訓  

□資訊設備  

□其他: ＿＿＿＿＿＿＿＿＿＿＿＿＿＿ 

教師輔導訪視 

實習課程進行 

之規劃 
 

學校輔導老師提供輔導項目： 

□產業趨勢 

□專業知識指導  

□實驗指導  

□人際溝通  

□實習表現 

□不適應輔導  

□其他: ＿＿＿＿＿＿＿＿＿＿＿＿＿＿ 

 

學校輔導教師訪視作業： 

□學期實習： 

每學期總訪視紀錄至少二次，其中實地訪視不得低於一次。 

□暑期實習： 

總訪視紀錄至少一次，其中每機構實地訪視至少一次。 

境外實習實地訪視則視經費考量辦理。 

三、實習報告(附件九) 

四、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  

實習成效考核指標及
評核方式 

1. 系（所）評定實習生之實習成果(60%) 

2. 實習機構評定實習生之實習成果(40%) 

3. 學生於不同實習機構實習，各實習機構評定之成績按實習時數比
例分別核算後加總。  

4. 曠職及請假（公假、喪假及產假除外）累計達實習總時數三分之
一者，實習課程成績以扣考論計。 

實習回饋方式及規劃 

 

□實習成果座談會 

□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                                

□實習生滿意度調查                                          

□實習成效檢討會議                                

□實習課程檢討會議                                   

□實習機構合作檢討                               

□校務研究分析                           

□校務研究追蹤                               

□衍生產業實務專題                              

□實習成果競賽                          

□輔導經驗交流                                       

□教師實務深耕  

□教師實務研習  

□業界產學合作                                    

□專業課程諮詢調整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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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中州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課程訪視紀錄表 

系（所）  班級  

學號  姓名  

實習機構  訪視日期  

實習地址  

訪視方式：□實地訪視 □電話晤談 □通訊軟體 □其他：     

實

習

現

況 

訪視項目 極佳 佳 普通 不佳 極差 

1. 實習生薪資保險等，是否符合職

場實習合約書內容 
     

2. 實習生專業技能學習狀況      

3. 實習生對公司的訓練課程      

4. 實習生對工作的自我表現      

5. 實習生對工作時段的安排      

6. 實習生在工作崗位出勤狀況      

7. 實習生與同事或客戶間互動      

8. 實習生與主管之間互動      

9. 整體實習情形及工作表現      

實

習

環

境 

1. 實習工作場所之公共安全情況      

2. 實習工作場所之衛生條件情況      

3. 對住宿環境是否滿意（如消防設

備、環境乾淨等） 

     

學生反應事項 

 

 

 

 

實習機構反應事項 

 

 

 

 

實習輔導老師建議 

 

 

 

 

                         實習訪視老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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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校外實習特殊狀況處理程序  

  

程序一：與校外實習輔導老師聯絡 和輔導老師陳述特殊狀況理由，輔導

老師與廠商溝通，學生調整心態或實習廠商修正工作內容，看後續狀況

是否改善。  

  

程序二：學生無法繼續履行合約 經校外實習輔導老師確認學生與廠商雙

方，無法繼續履行合約，由學生填寫校外實習特殊狀況陳述表，提交校

外實習委員會開會討論，視情況學生本人親自出席說明。  

  

程序三：由校外實習委員會召集人召開會議討論處理方式決議待在原單

位： 學生則待在原實習單位，擅自離職者本學期實習成績不及格需重修。  

決議更換實習單位：由老師去詢問簽約的廠商是否還有缺人，安排面試。

學生不得指定要到哪個單位實習，需由校外實習委員會安排。  

  

程序四：決議更換實習單位則辦理離職，重新面試簽約。  

校外實習委員會重新安排面試，由學校重新簽約並通知教育部更換廠商

和相關保險資料，約需 2-4週完成上述程序，學生需耐心等候。  

實習時數重新計算(有時狀況特殊可累計，認定標準由老師開會討論)，

必須達到規定的時數。學生本身因素更換廠商實習分數為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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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中州科技大學實習成績考核表 

【實習機構用】 

實習機構輔導老師：         

實習機構單位主管：        

系（所）)  系（所）   年級 

姓名   學號  

實習機構  
 

實習期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核項目 
權重 

(A) 

原始評分 

(B) 

加權評分 

(C=A×B) 
評核項目 

權重 

(A) 

原始評分

(B) 

加權評分 

(C=A×B) 

1. 技術操作 20 %   6.職場倫理 10 %   

2. 人際互動 10 %   7.問題解決 10 %   

3. 實習態度 20 %   8.團隊合作 10 %   

4. 出勤表現 10 %       

5. 實習作勤 10 %   總分  

評語與建議 

 

 

 

 

 

 

 

 

 

 

 

 

 

 

說明：  

1. 評核項目由各系（所）依照需求自行增修。 

2. 總權重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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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輔導老師用) 

班 級         系        年        班 學 號  

姓 名  

實 習 單 位      公 司         廠 ( 處 )    課 

實習評核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止 

訪 視 及 實 習 日 誌 成 績 實 習 書 面 報 告 成 績 

評 核 項 目 配 分 得 分 評 核 項 目 配 分 得 分 

1.學習狀況 40％  1.實習單位介紹 20％  

2.實習日誌 35％  2.實習工作內容介紹 20％  

3.訪談表現 25％  3.實習心得報告 20％  

   4.對實習單位建議 20％  

 

 

 

 

 

   5.參考文獻及附件完整性 20％  

合 計(1) 100％  合 計(2) 100％  

評核成績(1)× 40％＋(2)× 60％  

評語與建議： 

 

 

 

輔導老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主任：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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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實習心得報告格式 

中州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報告寫作及評核說明 

 

一、實習報告封面 

依封面格式繕打，字體大小：中州科技大學 26、學生校外實習報告 26、題

目 18、其餘為 16。 

二、實習報告結構 

 封面 

 目錄  

 本文 

壹、 前言  

貳、 實習公司簡介  

參、 實習成長  

一、實習時間、地點 

二、實習動機 

三、實習期望 

四、實習工作內容 

五、實習中所學的技能 

六、實習心得感想 

肆、 照片(至少六張，照片中要有實習同學本人)  

伍、 實習週誌  

 

三、實習報告寫作 

1. 封面：依規定格式，勿另行設計或任加圖案。 

2. A4 規格由左而右以電腦繕打，以紙本或 Email 存取。 

3. 字體大小：題綱 14 號字、本文 12 號字。 

4. 自前言起編列頁碼。 

5. 列印：以楷書列印，雙面印刷。 

6. 裝訂：用訂書機裝訂左側，勿用塑膠夾或鐵夾。 

7. 勿影印現成資料充數，涉及公司技術機密資料不得列於報告。 

8. 頁數至少應有 10 頁或依照實習輔導老師之規定頁數，不足者得予扣分。 

三、實習報告評核 

1.為使本校實習課程更加落實，特訂定本規定。 

2.學生實習時數期滿經實習輔導老師參考「實習評分表」後給予「實習成績」 

    及格者，需撰寫「實習心得報告」，經實習輔導老師評閱合格，始算完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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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實習程序。 

3.學生應於實習期滿後兩週內，提交「實習心得報告」。實習輔導老師得指定 

    個別學生之「實習心報告」寫作方式與內容，亦得要求學生以訪問、調查或 

    其他形式代替之。 

4.請務必準時繳交，逾時將依規定核扣實習成績。 

5.實習報告內容不符實際或未用心寫作者，請單位主管、輔導教師給予輔導

後退回學生修訂後再予以評核。 

6.實習報告修訂定案後，依序陳核，另印送實習機構主管一本，指導老師一

本，學生自存一本。 

7.學生實習報告由各系存查，實習結束學生應將實習報告檔案繳交導師彙集

後送各系製成光碟片保存。 

8.實習成績不及格或中途停止實習者，將依規定補修學分。 

實習報告封面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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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科技大學 

學生校外實習報告 
 

 

 

題目                   

 

學       年           ○○學年度               

課       程      (學期/暑期) 校外實習          

課程名稱及學分 課程名稱:             /   學分 

學       制            日間部四技             

班       級           ○ ○ ○系   ○  年   ○  班 

學       號                                   

姓       名                                   

實 習 機 構                                   

指 導 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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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壹、 前言………………………………………….……………頁數 

貳、 實習機構簡介……………………………….……………頁數 

參、 實習成長…………………………………………………..頁數 

一、實習時間、地點…………………………………….…………頁數 

二、實習動機…………………………………………..……………頁數 

三、實習期望……………………………………..…….…………頁數 

四、實習工作內容……………………………………..….………頁數 

五、實習中所學的技能……………………………………………頁數 

六、實習心得感想………………………………………….………頁數 

肆、 照片………………………………………………………頁數 

伍、 實習日誌 ……………………………………….………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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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貳、 實習機構簡介 

參、 實習成長 

一、實習時間、地點 

二、實習動機 

三、實習期望 

四、實習工作內容 

五、實習中所學的技能 

六、實習心得感想 

肆、 照片 

紀 錄 花 絮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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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習週誌 

中州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日誌 

實習機構名稱：            學生姓名：           週次：第   週(  月  日~  月  日) 

實習日期 實習單位(部門) 實習內容 備註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每週請依實際實習天數填寫) 

實習學生:                                      (簽名或核章) 

實習機構指導人員:                              (簽名或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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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表 

 

中州科技大學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表 
Chung C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nship Agency Satisfaction Survey Form 

 

 
敬愛的企業先進，您好： 

承蒙您的悉心指導，讓本校學子有職場實務學習的機會，謹致敬意與謝忱。為了瞭解職場實

習合作機構對本校實習學生實習期間的表現，希望藉由本問卷調查來檢視學校在教學與課程

設計是否能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力，並作適時調整。問卷僅供本校課程修正及瞭解實習機構

對學生們的意見，對外絕對保密，請安心填寫。敬請惠予撥冗填答，您的意見對我們皆具有

重大意義。 謝謝您對本校實習生的愛護與指導!耑此 

  順頌商祺！  

 

                                                 中州科技大學 敬上 
Dear corporate members,   

Your careful guidance has given students from this school an opportunity for practical workplace learning. For this, you 

have our utmost gratitude. To understand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 interns during their internship period at your 

company, we have produced this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objective of this survey i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school’s 

teaching and course design can improve students’ competitiveness.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can enable this school to 

make proper adjustments. This questionnaire only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adjusting this school’s courses and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ship agency’s opinion of the students. The information in the survey will be kept absolutely 

confidential, so please feel free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Thank you for taking your time to answer this survey; your 

opin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us. We sincerely thank you for showing care and guiding this school’s interns.   

Sincerely yours,  

 

 Chung C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實習機構基本資料 Internship agency basic data  

貴機構名稱 

Name of agency 

 填寫日期 

Form filling date mm/dd/yyyy 

產業別 

Industry type 

□農、林、漁、牧業 Agriculture, forestry, aqua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Mining and quarrying  

□製造業 Manufacturing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Electricity and gas supply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Water supply and pollution remediation 

□營建工程業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批發及零售業 Wholesale/retail  

□運輸及倉儲業 Transportation and warehousing  

□住宿及餐飲業 Hotel and dining industry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Publishing, audio/video production, media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ervices  

□金融及保險業 Finance and insurance  

□不動產業 Real estate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ervices 

□支援服務業 Support services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 社會安全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national defense, mandatory social security  

http://ascdc.nkust.edu.tw/var/file/22/1022/img/249/19861325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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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業 Education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rvices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Art,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services  

□其它服務業 Other service industry                           

貴機構所在區
域 Location of 

agency 

(1)境內(Domestic): 

□北部(North) □中部(Central) □南部(South) 

□東部(East) □離島(Off island)  

 

(2)境外(Overseas):  

□亞洲(Asia) －香港、澳門、大陸地區(Hong Kong, Macao, or mainland 

China) 

□亞洲(Asia) －香港、澳門、大陸地區以外國家(Countries other than 

Hong Kong, Macao, or mainland China) 

□大洋洲(Oceania)______________  

□非洲(Africa)_____________________ 

□歐洲(Europe)________________  

□北美洲(North America)_____________ 

□中美洲(Central America)__________  

□南美洲(South America)_____________ 

 

填寫者職稱
Position of person 

filling out this 

survey  

 

填寫者姓名
Name of person 

filling out this 

survey  

 

聯絡電話 

Contact phone 

number  
 

電子信箱 

E-mail 

 

 

二、實習生基本資料 Intern basic information  

實習生學制 Intern’s Program □日間部(Day Division) 
□進修部(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實習生系（所）Intern’s 

Department (Graduate Institute)  
 

實習生實習類別 Intern’s 

Internship Type 

□ 學 年 (Academic 

year) 
□暑期(Summer)   □學期(Semester) 

□境外(Oversea)   
 

 三、請依實習生表現，提供適當評價 

Please provide appropriate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intern’s performance  

檢視項目及內容 

Inspection items and content 

很滿意 

Very 

satis- 

factory 

滿意 

Satis- 

factory 

普通
Normal 

不滿意
Unsatis- 

factory 

很 

不滿意 

Very 

unsatis- 

factory 

（一）專業知能方面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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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備的專業知識符合工作需求

Equipped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required for the job  

     

2. 能將專業知識應用於工作實務 Can 

appl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practical 

work  

     

3. 具備多元的知能 Possesses diversified 

knowledge  
     

（二）實習表現方面 Internship performance  

1. 實作效率 Work efficiency       

2. 重視團隊合作 Focus on teamwork       

3. 服務態度 Service attitude       

4. 出勤狀況 Attendance       

5. 人際關係的處理能力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三）技能與技巧 Skills and techniques  

1. 表達與溝通能力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2. 資訊科技運用能力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3. 創意思考能力 Creative thinking       

4. 外語能力 Foreign language skills       

5. 獨立思考分析與問題解決能力

Independent thinking, analysis,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四）其他 Other  

1. 參與學習的意願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learning  
     

2. 學習的可塑性 Learning adaptability        

3. 抗壓性 Resistance to stress        

四、留用意願 Willingness to employ the intern  

題目(Item)  選項(Choice)  

(一)實習期滿後，是否願意留用本校實習學

生於貴機構服務？ 

After the internship is over,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employ this school’s interning 

students in your company?  

 □是(Yes) 

 □否，請說明原因 

(No, please specify the rea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是否願意繼續提供本校學生實習名  □是(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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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Are you willing to continue to provide students 

from this school with internship opportunities?  

 □否，請說明原因 

(No, please specify the rea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相關意見或建議 Relevant opinions or recommendations  

(一)貴機構建議本校新設哪些專業課程以符應職場需求？ 

What type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would you recommend this school set up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workplace 

need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二)其他對本校培育專業人才的建議： 

Other recommendations for this school’s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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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實習生滿意度調查表 

中州科技大學______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滿意度調查 

Chung C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rvey on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off-campus internships 

填寫說明：Completion Instructions: 

 

您好，為瞭解本校校外實習課程之滿意度，請填寫以下問卷，以進一步

了解您的需求與想法，並作為未來改善或檢討的參考。   

Hello,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atisfaction of our school's off-campus 

internship courses, please fill out the following questionnaire to further 

understand your needs and ideas, and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improvements or reviews.                 

一、基本資料 Basic information:： 

 性別 Gender：□男 Male □女 Female     

 系所/年級 Faculty / Grade:：                    

 學號 Study number:：                    

 

二、實習相關 Internship related： 

實習廠商名稱 Internship manufacturer name：                                 

實習期間 Internship period：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Internship period is from _____________ (mm/dd/yyyy)to _____________ (mm/dd/yyyy);  

____hours per day, 
實習課程類型 Type of internship： 

1.□暑期實習 Summer Internship (□本地 Local□海外 Overseas)2.□全學期實習 Semester 

Internship (□本地 Local□海外 Overseas)3.□全學年實習 Academic year system (□本地 Local□海外

Overseas) 

 

參與本活動後，請閱讀以下內容！並於右邊五點選項內 

勾選最符合您想法之答案（單一選項）選擇，謝謝您！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is internship, please read the 

following! And in the five-point option on the right 

Tick the answer (single option) that best fits your mind, 

thank you! 

很滿意 

Very 

satis- 

factory 

滿意 

Satis- 

factor

y 

普通
Normal 

不滿
意

Unsat

is- 

factor

y 

很 

不滿
意 

Very 

unsat

is- 

factor

y 

1.實習單位舉辦新進員工訓練 Internship unit holds 

training for new employees 
□ □ □ □ □ 

2.單位讓我瞭解企業文化 The unit let me know the 

corporate culture. 
□ □ □ □ □ 

3.實習單位舉辦員工的共同教育訓練 The internship unit 

organizes employees' comm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 □ □ □ 

4.實習單位舉辦員工的專業訓練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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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s. 

5.辦理實習行前說明會讓我了解實習注意事項 The 

instructions before applying for an internship will let me 

know the precautions for the internship. 

□ □ □ □ □ 

6.系上指導老師主動關心實習機構實習情況 The 

department instructs the teacher to take an active interest in 

the internship of the internship institution. 

□ □ □ □ □ 

7.系上指導老師幫助我解決實習遇到的困難 The 

instructor of the department helped me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internship. 

□ □ □ □ □ 

8.實習機構實際操作有助於盡快熟悉實習工作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internship institution helps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internship work as soon as 

possible. 

□ □ □ □ □ 

9.實習機構指導老師專業知識豐富 The professional 

guidance of trainee institutions is rich i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 □ □ □ □ 

10.實習機構指導老師幫助解決實習遇到的困難 The 

internship agency instructs the teacher to help solve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internship. 

□ □ □ □ □ 

11.實習機構介紹有助認識單位現況 Introduction of 

internship institutions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unit. 

□ □ □ □ □ 

      

12.實習單位提供合理的福利制度與休假制度 The 

internship unit provides a combined welfare system and 

vacation system. 

□ □ □ □ □ 

13.畢業後我會想再回到原實習單位就業 I will want to 

return to my original internship after graduation. 
□ □ □ □ □ 

14.畢業後我有意願將來任職實習時的領域 After 

graduating, I would like to apply my internship to my 

internship. 

□ □ □ □ □ 

◎ 綜合建議事項及心得感想(必填) Comprehensive suggestions and experience (requi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