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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校外實習辦法 
106.09.19 106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院為落實學生學以致用及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擬實施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使學生經

由校外實習的訓練與養成教育，增進學生專業能力及將理論與實務結合的整合能力，

以順利成為業界之人才，特訂定本院校外實習規章。 

第二條 本院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得成立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本

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院長兼任之，各學程主任為當然委員。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定期召開協調會，協調及議決各項管理校外實習事項及學生實習狀況。 

二、負責與學生校外實習單位協調學生校外實習各項相關事項。 

三、負責學生校外實習異常狀況處理，如遇情節重大情事，得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相

關事項，重大議決事項需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 

四、本委員得指定各校外實習授課老師，應定期實地訪視瞭解學生校外實際情況，並

協助學生處理校外實習相關問題。學生訪視以每學期至少二次為原則，若授課老師為

校內專任老師擔任者，得由學校准予公假前往。 

五、若遇學生特殊情事，校外實習授課老師得視狀況儘速進行實地訪視與了解。 

六、協調及議決其他校外實習之相關事項。 

第四條 學生校外實習之實施分「學校安排」、「」」 學生報准實習」及「學生自行創業」三種： 

一、「學校安排」：由本委員會選定國內外優秀業者，經主任委員與相關單位簽訂

校外實習合約後，分發適當學生前往實習。 

二、「學生報准實習」：由學生自行選定本系相關行業業者，經本委員會審核通過，

由主任委員與相關單位簽訂校外實習合約後，核准學生前往實習。 

三、「學生自行創業」：學生已擔任企業負責人或實際經營者，經本委員會審核通

過，核准學生前往實習。 

第五條  本委員會主任委員應協調參與本計劃之校外實習單位，依據本系所擬定之實習計畫，

給予本系學生必要之實習與訓練。 
 

第六條  校外實習以選修為原則，學分認定按本校校外實習實施辦法，且必須繳交實習報告。 

第七條 校外實行實施時間於入學該年學期開始實施。 

一、自入學一年級上課開始至當年期結束，實習時數不得低於396小時，學期末必須

繳交實習心得報告 1份，暑假實習期間為當年7月1日至8月31日止，暑假實習必

須繳交實習心得報告 1份。 

二、參與校外實習學生每週至少須回校一天，並依據入學學年度之課程規劃表修習所

列之專業課程。 

第八條 校外實習學分 

校外實習為進修學士學程的選修課程。本院觀光與餐飲服務事業學士學位學程學生

於學期中實習可以獲得5學分，暑假中實習可以獲得4學分;本校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於學期中實習可以獲得4學分。 

第九條 校外實習成績考核方式如下： 

一、學生實習期滿時，由學生及實習單位填寫「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學生校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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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考評表」繳交至院辦公室。 

二、學生應於實習期滿，撰寫實習心得報告，由各訪視輔導教師核閱後，交至院辦公室。 

三、實習評分標準包括下列各項：業界主管評核40%、書面報告60%，實習成績評分

項目中不得有任一項目成績為零分。(如附件一) 

四、業界主管評核項目依下列八項計分：專業知識、工作執行力、協調和溝通能力、

應變能力、出勤狀況、工作態度、學習能力、工作主動積極。 

第十條 本院學生參與校外實習，符合下列規定始完成校外實習程序： 

一、繳交校外實習申請表、學生實習切結書、實習單位同意書和實習廠商合約書。 

二、應參加勞保或辦理相關意外保險。 

三、實習期間若遭遇困難或其他變更事項，應與院辦公室或實習授課老師聯繫，如

因不可抗拒之偶發事故須中止或變更實習單位者，需在離職前一周告知業者和

院辦公室。若未依照上述規定，視為校外實習科目不及格。 

四、學生修習實習學分可更換單位，並填寫「更換實習單位申請書」與重新填寫「校

外實習申請表」，經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查後始得更換實習單位。若未依照上述

規定，視為校外實習科目不及格。 

五、若實習單位有違反雙方合作契約或不當要求者，得由實習授課老師撰寫「更換

實習單位事件始末報告書」，以書面提出更換單位之申請，並由實習授課老師

與實習單位溝通和確認後，於本委員會提出審核通過，方可更換，並承認原先

實習單位之時數。若未依照上述規定提出申請，視為校外實習不及格。 

五、必須完成校外實習規定所需實習時數及準時繳交各項實習報告，若其中一

項無法完成，校外實習以不及格論，不得抵免該學期實習學分。 

六、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不得有妨害校譽或違反實習單位規章之相關行為，若經

實習單位投訴，本委員會得召開臨時委員會進行處理，並議決是否完成實習程

序。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本院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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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學生實習獎懲辦法 
106.09.19 106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會議通過 

 
第一條  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規範學生校外實習期

間良好之生活習慣，並遵守實習單位工作體制及規定，特訂定「長榮

大學永續教育學院學生校外實習獎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實習獎勵： 

一、實習學生績優獎：學生在校外實習期間成績優秀，或在實習單

位有優良事蹟者，得由各導師、實習指導老師及實習單位報請

本院「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評定，除頒發「實習學生績優獎」

外，實習總分加十分並提請本校「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給

予記大功一次。 

二、校外實習全勤獎：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不遲到、不早退、不

請假、不得無故缺席和私自換班，經實習單位認定及系「學生

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審定通過者，除頒發「校外實習全勤獎」

外，實習總分加五分，並記小功一次。 

三、惟加分後實習總分不得超過99分，超過者以99分計算。 

四、實習期間訪視老師可視學生實習情形給予記功或嘉獎事宜。 

第三條  實習懲罰： 

一、實習單位退訓：學生如有下列行為者，實習單位得予以退訓

處分： 

(1)有竊盜或詐欺行為者。 

(2)處理實習單位財務有舞弊行為者。 

(3)在實習單位內聚賭、酗酒不聽勸告者。 

(4)在實習單位內打架滋事者。 

(5)介入色情媒介者。 

(6)利用職務謀取不當利益（如：受賄，圖利他人）或以實習單

位名義對外招搖撞騙者，擅將實習單位及他人財物攜離該實

習單位者。  

(7)觸犯刑法判拘役以上者。 

(8)訛詐、辱罵或威脅主管，散佈謠言損害他人名譽，以任何方

式使用暴力或誹謗實習單位者。 

(9)拒絕執行派定工作或不服調動者。 

(10)煽惑他人不服實習單位規定或蠱惑他人怠工，集體請願及

製造勞工糾紛者。 

(11)不愛惜公物任意破壞。 

(12)騷擾或剌探同事私生活或在實習單位內與同事有不道德或

猥褻行為。 

(13)單一事件被實習單位記大過一次含以上，嚴重違犯實習單位

人事管理規定或嚴重違反本校所訂定共同守則者。 

(14)符合實習單位人事規章內革職規定；或其他嚴重行為及事

項，經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議判定。 

 

二、實習退訓處分：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因懈怠或連續犯錯，經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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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單位糾正無效，導致實習單位認定無法繼續在

該單位實習者，並經「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會

議通過，提請本校「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依

情節狀況及本校相關「學生獎懲辦法」處分。  

三、學生於實習期間，如因以下行為且經實習單位告知或實習授課老

師屢勸不從時，經「校外實習委員會」決議通過得給予申誡至大

過等處分或勒令休學之處分（經勒令休學者，其已實習時數不

予計算），惟大過以上（含）之處分須提請本校「學生獎懲審議委

員會」審議: 

(1)奇裝異服、蓬頭垢面，髮長的確有礙實習單位之衛生或安全。 

(2)合約期間因(個人因素)離開(或解職)實習單位。 

(3)頂撞悖逆態度不佳。 

(4)經常遲到、早退、請假。 

(5)吸毒、濫用藥物。 

(6)出入不正當場所。 

(7)盜竊器材、財務或拾獲失物不立即上報。 

(8)妨礙學校聲譽。 

(9)請人代工、代打卡、在外打工或兼差等。 

(10)其他如違反公司員工相關規定之行為或事項。 

第四條  業務疏忽造成實習單位損失，經查屬實者，應接受實習單位之處分；

惡行重大者，得經「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決議，移送學務處依校

規處理。 

第五條  重大違規處理程序： 

學生重大違規事項，經實習單位或實習授課教師書面或口頭告知後，

「校外實習委員會」需派員訪視，主任委員應依違規情節之輕重，

謹慎處理，必要時需會同學務處相關人員前往了解，並依本校相關

規定，呈報校方依相關規定處理。 

第六條  學生操行評定： 

學生獎懲事蹟經「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操行總分之加減，

以書面資料通知學務處彙總整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外實習委員會及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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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 

□暑假 □寒假 □學期中 

1. 申請人資料                                       

系    別  年、班級  性  別 □男 □女 

姓    名  學    號  電  話  

通訊地址  

2. 實習機構 

實習機構 

名    稱 

 
聯絡人 

 

實習機構 

地    址 

 
電     話 

 

實習期間 自    年    月    日 迄     年    月    日止。共計         天 

3. 申請人平安保險 

保險公司 

名    稱 

 
聯絡人 

 

保險期間 自   年   月   日   時  迄    年   月   日  時止。共計         天 

投保金額 
 

保單號碼 
 

4. 永續學院 

授課老師  院辦公室  

院 長  

學程主任  

備註 

 

第三項之「申請人平安保險」統一由永續教育學院強制保險，保險費用由學

生自行付費，未完成保險者，無法參與校外實習，請務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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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學生實習切結書 

 

學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參與本校所舉辦之              校外實習課程，一切恪遵學校

及校外實習合作廠商之規定，如因個人因素中途退出且有下列之

事項導致實習成績不及格之情事，願自願承擔實習學分不及格之

情事，若因此致使延畢： 

1.因重大或違規事項導致實習單位認定無法繼續實習者，且經本院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依實習獎懲辦法之規定討論確定者，

實習學分以不及格計算。 

2.依本系實習成績辦法評定之實習成績不及格者，願自負延畢責任

與學校無涉。 

此    致 

       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地址︰ 

住家電話︰ 

手機號碼︰ 

緊急連絡人︰                               

緊急連絡人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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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實習單位同意書 

 

班級：               學號：                 姓名：                 

 

茲同意           同學於本公司自民國     年     月     日起進行校

外實習。本公司將為學生投保(勞保)，並於學生實習結束時提供實習時數證明及

實習考核評分。實習期間願意配合督導其遵守各項實習規章，學生亦同意實習單

位安排輪班與假日上班之規定。 

此致 

                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 

 

公司名稱： 

實習單位： 

(請加蓋公司章或單位用章) 

單位主管： 

電話： 

E-Mail：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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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和實習廠商合約書 

 

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為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專業人才，進行實習合作，雙方協議共同遵守以下條款： 

一、實習合作小組：由甲方教學代表暨乙方相關部門代表共同組成，得定期或視

實際需要召開協調會，瞭解甲方學生之實習狀況，以利學校教學與企業訓練

配合。 

二、甲方學生分發至乙方各單位或部門實習期間，應接受實習部門主管之指揮監

督，並遵守乙方既定的公司政策及工作規則。 

三、乙方實習部門主管負責指導與考核甲方學生，並提供改進實習課程之建議。 

四、甲方學生於實習期間如發生情節重大之違規情事，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應開

會商議特定學生提前終止契約，甲方並應依校規處裡。 

五、甲方之職責： 

    （一）遴選、分發實習學生至相關部門實習。 

    （二）協助乙方研擬實習相關教材。 

    （三）負責要求其選派之實習學生，確實遵守乙方所安排之實習單位、工作

輪班、輪休規定。 

八、乙方之職責： 

   （一）協助提供實習相關專業課程訓練。 

   （二）負責實習期間實習場所之生活管理、各種實習課程及技能訓練、考核

及實習成績之評定。 

   （三）為實習學生辦理勞保。 

   （四）負責指導實習學生之部門主管，將依其指導成效列入該員工績效考核

之中，以使實習指導能具體落實。 

（五）其它有關實習事項，應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及比照乙方人事章程辦理。 

九、甲方學生實習期間之工作時間、休息、休假與職業災害補償等，均依照乙方

及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甲方學生實習期間，應認真學習，並遵守實習單位工作管理規章及指導人員

之指導，若因過失致乙方遭受任何損失時，應負責賠償。甲方學生如有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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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或其他重大違規事項，乙方得終止契約。 

十一、甲方學生實習期間所知悉之乙方機密或任何不公開之文書、圖畫、消息、

物品或其他資訊，均應保密不得洩漏。 

十二、甲方學生及乙方僱用實習期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悉依本契約約定辦理，本

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乙方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契約之變更，非經甲方及乙方雙方同意，作成書面記錄，並簽名或蓋章者，

無效。 

十四、本契約終止時，自終止之日起，雙方之權利義務即消滅，雙方並互負相關

之保密義務。 

十五、其它未盡事宜悉依政府相關法令及甲方校外實習實施辦法辦理。 

十六、本合約自雙方簽約日起實施之。 

 

 

甲方：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 

負責人：劉春初  院長 

地址：71101 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 號 

電話：06-2785123 

 

乙方： 

負責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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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校外實習機構訪談記錄 

訪視實習機構名稱  拜訪日期  

學生實習狀況 

1. 受訪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主要內容： 

 

 

 

 

 

 

 

 

 

 

 

 

 

 

 

 

 

 

 

 

 

 

 

 

 

 

 

 

 

 

 

 

 

 

實習授課老師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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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學生紀錄照片】 
  

說明：訪視老師與實習機構人員合照 說明：訪視老師與實習機構及實習學生合照 

  

說明：實習學生之實習工作情況 說明：實習學生工作場所之環境 

若有需要記錄其他部分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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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學生校外實習考評表 

系別：                學制：        班級：          學生姓名：             

實習機構：                        實習地址：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迄    年    月    日止，共       小時/       天 

 

實習績效 

評核項目 

評分 實習態度 

評核項目 

評分 

百分比 得分 百分比 得分 

專業知識 20%  出勤狀況 20%  

工作執行力 10%  工作態度 10%  

協調和溝通能力 10%  學習能力 10%  

應變能力 10%  工作主動積極 10%  

小計  小計  

總計  

評語  

備註 
1. 請 貴單位於實習結束後填妥考評表，並請將本考評表繳至實習授課老師。 

 

實習機構簽章 
考評人職稱： 

考評人簽章： 

以下欄位由本校相關單位簽核 

授課老師  院辦公室  

學程主任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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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報告與心得寫作要點 
 

106.09.19 106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 

 

1.為使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學生校外實習更加落

實，特訂定「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學生校外實習報告與心得寫

作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本系校外實習報告及心得寫作應注意事項： 

(1)實習報告及心得至少約需300字以不超過1500字為限，統一採

用Ａ4格式書寫，以電腦打字，並以學校指定封面裝定成冊，

否則不予計分。 

(2)實習報告及心得，應於實習後規定時間內，依規定方式交至實

習輔導老師，由實習輔導老師批閱。 

(3)實習報告及心得遲交或不按格式用紙書寫，及內容不符合規定

者，得扣實習分數總分10分。 

(4)報告於實習授課老師批閱完畢後，於院辦領回修改，並於修改

完畢經實習指導老師認可後，繳交報告1本至院辦公室。 

3. 實習授課老師實習報告與心得評閱規定如下： 

(1)內容：包括學習感想及心得、研讀報告等，佔 70%。 

(2)文筆：包括字體字數，文筆通暢，佔 20%。 

(3)切題及格式：撰寫以實習範圍為宜，是否切題及符合格式，佔 

10%。 

4.實習心得報告內容與格式 

 (1)檢附資料（實習照片或實習機構相關書面資料，與報告一起繳

交） 

 (2)報告內容格式： 

內文規則：A4 紙張，中文：標楷體，英文：Times New Roman，

段落/行距採「單行間距」，邊界「上、下、左、右各

2cm」，標題採「粗體」16 字型、內文 14 字型。 

5.本要點經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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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封面範例) 

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 

學生實習心得報告 
 

 

實習機構 

機構名稱： 

實習部門： 

實習期間：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機構聯絡電話： 

實習機構地址： 

實習學生 
系級：           班別： 

姓名：           學號： 

 

 

 

 

授課老師：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