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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開
設要點」、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作業參考手冊」、「大專校院推動學
生海外實習課程作業參考手冊」及勞動部「勞動基準法」為輔導與規範休閒產業管理系
（以下簡稱本系）學生選修產業實習課程事宜，特訂定本系產業實習管理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產業實習」包含校內及校外實習合作機構。
三、 推動組織：依據本系「學生產業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以落實實習課程輔導機制。
四、 本系產業實習課程型態分為：
（一）寒假型校外實習：（1 學分）
1. 課程名稱：校外實習（寒假）一、校外實習（寒假）二、校外實習（寒假）三。
2. 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 4 週以上，實習時數不得低於 110 小時。
（二）暑期型校外實習：（2 學分）
1. 課程名稱：校外實習（暑期）。
2. 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 8 週，實習時數不得低於 320 小時為原則。
3. 配合本項課程，並參加短期海外實習者，需於第一學期期末考週（第 18 週）
前提供「休閒產業管理系國際交流甄選表格」（附件一）作為報名依據。後續
並檢具以下條件之一證明，經本系產業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選修。
(1) 全民英檢中級（含）以上、或多益 500 分（含）以上、或其他等同證明。
（附件二）
(2) 報名日語系國家短期海外研習者，需具備日語能力檢定 N4（含）以上資格
或等同資格。
(3) 語文成績未達上述標準者，經本系產業實習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海外
實習合作機構面試並錄用，始可選修。
（三）學年型產業實習：（上、下學期各 12 學分）
1. 課程名稱：服務作業實習(一)、服務品質實習(一)、顧客關係實習(一)、行銷企
劃實習(一)、服務作業實習(二)、服務品質實習(二)、顧客關係實習(二)、行銷
企劃實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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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習基本 1 年期，最少不得低於 10 個月，每週訓練時數不得低於 32 小時為原
則。
（四）學年型海外實習：（上、下學期各 12 學分）
1. 課程名稱：服務作業實習(一)、服務品質實習(一)、顧客關係實習(一)、行銷企
劃實習(一)、服務作業實習(二)、服務品質實習(二)、顧客關係實習(二)、行銷
企劃實習(二)。
2. 配合學年型海外實習課程者，需於第一學期期末考週（第 18 週）前提供「休
閒產業管理系海外實習甄選表」（附件一）作為報名依據。後續並檢具以下條
件之一證明，經本系產業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選修本項海外實習課程。
(1) 全民英檢中級（含）以上、或多益 600 分（含）以上、或其他等同證明。
（附件二）
(2) 報名日語系國家海外實習者，需具備日語能力檢定 N3（含）以上資格或
等同資格。
(3) 語文成績未達上述標準者，經本系產業實習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海外
實習合作機構面試並錄用，始可選修。
五、 校外實習類型定義：
（一）一般型：指實習生於實習機構實習期間，以學習為主要目的，無從事學習訓練課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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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辦理學生團體保險、比照勞動基準法所定職業災害補償額度之商業意外保險、
交通。
（二）工作型：指實習生於實習機構實習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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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依法為實習
生辦理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勞工保
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法相關規定。
六、 本系督導工作：
（一）實習機會媒合及安排：安排實習輔導教師針對實習單位進行初步瞭解與實地訪視
評估，並填寫「校外實習合作單位基本資料表」（附件三）、「校外實習單位評估
表」（附件四）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附件五），經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議審
查通過，始可辦理實習說明會及面試媒合活動。
（二）學生若皆未錄取本系當學期合作之產業實習合作機構或其他個人因素，可於每年
5 月第一週前提供「學生自行推薦實習機構申請表」（附件六），提案本系學生產
業實習委員會議審議。
（三）學生自行推薦之實習機構須符合本系教育目標，同時為確保實習培訓內容及成績
審核公平性，實習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主管不可為血親（五等親內）、姻親（三等親
內）或友人之關係。（須請機構提供聲明書，如附件七）
（四）辦理實習行前輔導，針對實習規定、實習安全及勞動權益之職前講座等事項詳細
說明，俾讓學生瞭解遵循。
（五）本系於每學年第二學期辦理次學年度產業實習媒合活動，媒合結束後，協助實習
2

單位與學生簽立「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合約書暨實習訓練書」（附件八），
以及「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附件九）。
參加海外實習學生則需簽立本校「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獎助學生海外研修行政契約
書」（附件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海外實習合作廠商同意書」（英語系國家為
附件十一；日本為附件十二）。
（六）學生於實習報到前完成學生平安保險及意外保險之投保。
（七）實習輔導教師應依排定時間親赴實習機構訪視學生實習狀況，並填寫「國立勤益
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訪談紀錄」（附件十三）予本系辦公室存查。寒假及暑期實習實
地訪視學生至少 1 次；學年型實習每學期實地訪視學生至少 2 次以上；海外實習
每學年至少實地訪視學生 1 次。
（八）實習輔導老師需不定期登入本校「校外實習管理系統」（路徑：學校首頁→單簽 E
化平台→應用系統→校外實習管理系統）審核學生實習月誌及心得報告等，並於
期末考週提供學生實習成績予系辦公室。
（九）請實習機構協助填寫「實習生主管滿意度調查」（附件十四），作為學生實習成績
評比。
（十）每學期期末請實習機構協助填寫「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課程及實習生滿意度問卷」
（附件十五），以作為本系產業實習課程之相關檢討依據。
七、 學生職責：
（一）學生實習前需參加本系辦理之相關行前座談會，並繳交「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
校外實習檢核表」（附件十六）。
（二）參與實習課程之學生須於實習報到日前，依據本系公告時間內完成「國立勤益科
技大學實習合約書暨實習訓練書」（附件八）（註 1）簽約並繳交「國立勤益科技
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附件九），簽訂實習合約後非因不可抗力之因
素，不得以任何理由放棄或提前結束實習課程。
※註 1：「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實習合約書暨實習訓練書」內容擬依據實習機構之培
訓內容而有所調整，本要點所附之附件八內容為公版。
（三）實習期間若因故必須請假時，須依照實習機構人事規定辦理。
（四）恪遵本校實習相關法規及合約書規範，如有違反之情事，經本系、實習機構及學
生家長確認無誤，提本系學生產業實習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該階段之實習課程
以不及格論，或依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規定」針對學生產業實習表現
情形，酌情給予申誡或小過以上之相關懲處。
（五）實習學生應於指定時間內登入本校「校外實習管理系統」（路徑：學校首頁→單簽
E 化平台→應用系統→校外實習管理系統）填寫「校外實習月誌」（附件十七）、
「實習心得報告」（附件十八）及「實習生對實習機構及課程問卷調查（丙卷）」
（附件十九），由實習輔導老師登入系統審核，以作為成績考評之依據。各型態實
習之成果繳交時間：
1. 寒假型校外實習：第二學期開學第一週前上傳。
2. 暑期型校外實習：第一學期開學第一週前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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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年型產業實習：上學期成果於 1 月份返校座談會辦理之前一週上傳；下學期
成果於 6 月份成果發表會辦理之前一週上傳。
4. 學年型海外實習：上學期、下學期成果於本系 6 月份成果發表會辦理之前一週
上傳。
（六）學生於實習期間若需利用空閒時段返校修課，須經實習單位主管同意，並繳交本
校「校外實習廠商同意學生返校修課申請單」（附件二十）（需有實習機構及主管
章戳）予本校課務單位。
八、 本系實習機構行業以航空運輸業、住宿及餐飲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為主。其中，
航空運輸業實習需檢具航空票務相關證照（如 AMADEUS、GALILEO、ABACUS 等）證
明方可選修。(107 學年度起入學生適用)
九、 學生於實習結束後，其成績由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廠商主管共同評定，實習輔導教師占
70%、實習廠商主管占 30%。
十、 緊急事故通報或職災發生：
學生若於實習過程中發生緊急意外事故或職災之情事，由學生、其他同學或實習單位及
時向本系輔導教師通報狀況，後續雙方共同協助處理，並將處理情形通報本系辦公室與
實習業務單位存查，本系並協助學生請領保險理賠，流程圖及表單如附件二十一。
十一、 實習學生不適應之輔導與轉介：
學生若於實習單位適應不良，經實習輔導教師輔導後未得改善，得依據該學年度已合作
之實習機構名冊中另擇三家實習機構提出申請，且轉介以 1 次為原則，並經本系學生實
習委員會審議通過，流程圖及表單如附件二十二。
十二、 實習爭議協商處理：
學生若與實習機構產生爭議，應向本系實習輔導教師即時反應，由實習輔導教師與合作
機構商議改善方案，並填寫「校外實習爭議協商單」（附件二十三）。如未獲改善，本系
擬提學生實習委員會審議。
實習學生於產業實習期間遇有下列情事，並經實習輔導教師提報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始得終止實習。另依據本要點第七點第（二）款規定酌情給予獎懲。
（一）學生之身心狀況經醫師診斷不適合繼續實習者。
（二）經實習單位主管及實習輔導教師評估無法勝任實習訓練者。
（三）發生重大事件或其他無法續任實習訓練者。
十三、 其他未盡事宜，由實習輔導老師視情況處理並填寫「校外實習爭議協商單」（附件二
十三），回報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議討論後續處理事宜。
十四、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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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休閒產業管理系產業實習管理要點
配合之相關辦法及附件列表
一、 章則辦法：（超連結）
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110 年 9 月 30 日函頒
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109 年 12 月 31 日函頒
3. 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校外實習作業參考手冊」及「大專校院推動海外實習課程
作業參考手冊」
4. 勞動部「勞動基準法」
5.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國際交流甄選要點(111.01.10 最新版)
6.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規定
二、 附件表單：
附件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休閒產業管理系國際交流甄選表格(跑紙本簽核流程)
附件二、各類英檢對照表
附件三、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合作單位基本資料表(跑紙本簽核流程)
附件四、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單位評估表(跑紙本簽核流程)
附件五、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個別實習計畫(跑紙本簽核流程)
附件六、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休閒產業管理系學生自行推薦實習機構申請表(跑紙本簽核
流程)
7. 附件七、承諾與實習生無親友關係之聲明書(跑紙本簽核流程)
1.
2.
3.
4.
5.
6.

8. 附件八、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合約書暨實習訓練書(跑紙本簽核流程)
9. 附件九、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跑紙本簽核流程)
10. 附件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獎助學生海外研修行政契約書(跑紙本簽核流程)
11. 附件十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海外實習合作廠商同意書（英語系國家）(跑紙本簽核
流程)
12. 附件十二、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海外實習合作廠商同意書（日本）(跑紙本簽核流程)
13. 附件十三、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訪談紀錄(教師至系統填報)
14. 附件十四、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休閒產業管理系實習生主管滿意度調查表(寄送系辦)
15. 附件十五、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課程及實習生滿意度問卷調查表
(廠商至系統填報)
16. 附件十六、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檢核表(學生至系統填報)
17. 附件十七、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月誌(學生至系統填報)
18. 附件十八、學生校外實習心得報告(學生至系統填報)
19. 附件十九、實習生對實習機構及課程問卷調查(丙卷) (學生至系統填報)
20. 附件二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廠商同意學生返校修課申請單(跑紙本簽核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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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附件二十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緊急事故或職災通報(跑紙本簽核流
程)
22. 附件二十二、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處理不適應輔導及轉換與實習終止(跑紙
本簽核流程)
23. 附件二十三、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爭議協商處理流程(跑紙本簽核流程)
24. 附件二十四、校外實習家長暨學生同意書、校外實習機構同意書、實習機構防疫措
施檢核表(跑紙本簽核流程)
25. 附件二十五、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教育宣導須知(請學生實習前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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