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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觀光學系校外實習計畫 

（一） 對象：本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 

（二） 學分數：9 學分 

開設 
學年度 

開設學期 學科代號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校外實習時數佔該科 
全學期上課時數之比例 

105 1 71332 觀光專業實習 5/10h 100% 

105 1 71334 觀光實務實習 4/8h 100% 

（三） 總時數：共 6 個月(計 27 週，估計約 960~1,040 小時)。 

（四） 實習期間：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7 年 1 月 31 日(依各實習單位規定)。 

（五） 實習單位及實習學生分配（請參考附件一）：計有義大皇家、義大開發、

北澤國際餐飲集團(樹太老)、國賓大飯店、墾丁凱撒大飯店、屏東海生館、

馬辣餐飲、集思會展事業群(台大會議中心)、日勝生加賀屋國際溫泉飯店、

福容大飯店、赫士盟餐飲集團、太魯閣晶英酒店、惠康旅行社、雄獅旅行

社、鼎泰豐、日本及新加坡等海內外實習單位，共計 31 名實習生。 

（六） 實習目標： 

1. 落實觀光管理相關理論與實務結合。 

2. 學習顧客關係、公共關係管理及危機處理。 

3. 學習各部門如何溝通協調，以達成企業既定目標。 

4. 熟悉各部門業務及作業流程，以了解職場實際運作情形。 

5. 建立專業認同感、自我肯定及自信心。 

6. 學習企業倫理、職業道德及敬業精神。 

7. 確定未來的志向、目標及發展。 

（七） 實習內容：依實習單位所給予之教育訓練為主。 

（八） 實習方式：配合各實習單位安排之實習工作計畫，依照實習單位既   

定教育訓練方式進行。 

（九） 實習成績考核方法： 

實習成績考核表由實習單位的指導指導員與實習單位主管考核後填寫，

待學生實習結束時，由實習單位填寫後統一寄回系上或傳真回學校。 

（十） 實習生校外實習應注意事項： 

1.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在實習單位工作時應保持良好之服務品質及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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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良好校譽。 

2. 對待客人要時時表現親切及禮貌的態度，務必使每位顧客滿意。 

3. 除指定地點外，不得在任何地方吸煙，行走中嚴禁吸煙及亂丟煙蒂。 

4. 本系學生穿著以整潔、樸素為宜，不得穿涼鞋；並請務必遵守實習單

位各項服裝儀容之規定。 

5. 實習日程由實習單位安排，學生不得擅自要求變更。 

6. 學生於實習期間內，不准閱讀報章雜誌、寫信或處理其他私事，非必

要時不准會客、接聽私人電話、嬉鬧；並請務必維持實習場所整潔與

秩序。 

7. 學生應於實習期間內，完成所負責之工作，工作尚未完成或尚未交班

者，不得離開實習單位。 

8. 學生於非實習期間，如需至實習單位蒐集資料，須事先經實習單位主

管同意。 

9. 學生實習期間獎懲悉依學校規定辦理。 

10. 學生於實習期間必須禮節及應對進退，不可遲到早退；不得穿著實習

單位之制服外出。 

11. 下班前或上班中嚴禁飲酒及賭博。(住宿實習單位宿舍者比照辦理) 

12. 無實習單位之同意或放行，任何物品不得攜出該實習單位。 

13. 實習期間如遇例假日及國定假日，按實習單位規定休假。 

14. 學生上下班進出實習單位，一律遵守該單位員工進出之規定。 

15. 拾獲遺失物品時，應立即送交實習單位處理。 

16. 若非公務需要，不得使用客用設施、設備 (如客用電梯、電話、洗手

間、及其他相關休閒設施等) ，應使用實習單位員工專用之設備。 

17. 辦公室及工作時間內不得接聽私人電話，電話限於公務接洽，長話短

說，私人電話可利用員工專用指定地區之公用電話。 

18. 值勤時間內非工作上需要，不得隨意走訪其他同仁，或逗留非屬本人

工作之區域。 

19. 嚴禁使用實習單位之營業地址為個人之通訊地址；地址或電話如有變

更，應隨時報告實習單位主管、人事部及輔導老師與家長。 

20. 不得隨意請假或曠職，應遵守實習單位員工之請假規定。 

21. 實習結束前應繳還制服及各項器物，並遵照實習單位離職員工手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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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2. 學生不得私自攜帶酒類、毒品、爆裂物等危險物品進入實習單位。 

23.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應以實習單位之工作為主，不得在實習單位以外

之地方打工或兼職。

二、觀光學系校外實習須知 

（一） 實習單位由本系統ㄧ安排。 

（二） 實習單位、實習起迄時間，由本系與實習單位協調安排。 

（三） 實習期間應遵守學校與實習單位之規定，服從實習單位與 

學校老師之指導。 

（四） 實習學生應愛惜公物，如有損壞應照實習單位規定辦理，任何   

公物均不可取為己用。 

（五） 實習應遵守以下服裝儀容之規定： 

1. 本系學生穿著以整潔、樸素為宜，不得穿涼鞋；若實習機構

有特殊規定，則依其規定穿著。 

2. 男學生須注意儀容服飾整潔，不可留過長之頭髮及染髮。 

3. 女學生不得配戴過多裝飾物以免妨礙工作且不得濃妝艷抹

或染髮，指甲應保持清潔，不可留長。 

（六） 學生經分配實習單位後，請按實習辦法於規定時間自行前往報 

到實習。 

 

三、學生校外實習報到須知 
依各實習單位規定報到。 

 

四、學生實習應有之態度及方法 

（一） 遵守實習單位之各種規定。 

（二） 按時上、下班，不遲到早退。 

（三） 虛心接受實習單位之各種指導。 

（四） 請假要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 

（五） 實習期間之服裝，力求整潔，儀表力求端莊，要有禮貌，對待

顧客要有愛心。 

（六） 實習期間有任何問題，立即向實習輔導老師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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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習指導單位評分標準 

實習期間學生不得任意缺席，如需請假應依實習單位請假規定辦理，並得

經實習單位督導同意，且於事後補滿實習時數，及必須執行實習單位督導

所指派的工作。實習結束後，實習單位之督導將依學生表現予以評分。評

分標準如下： 

（一） 工作技術能力。 

（二） 學習精神。 

（三） 工作態度。 

（四） 確實遵守工作時間。 

（五） 團隊合作精神。 

※各佔 20 分，共計總分為 100 分。 

※曠班每一小時扣實習總成績一分。 

 

六、觀光學系校外實習請假獎懲辦法 

（一） 請假規則： 

1. 病假：持醫師診斷書附報告單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並將校外實習

請假單準假（請參考附件二）及證明文件寄回學校備查。 

2. 事假： 

(1)必須附家長證明書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並將准假證明寄回學校

報備。 

(2)事假一律事先辦理，偶發事件以電話向單位主管請假後，准予補

辦請假手續，否則以曠課論。 

3. 喪假：學生須寫報告單並檢附家長證明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後，並

將准假證明與校外實習請假單寄回學校報備。 

4. 補實習假規則： 

(1)病假： 

 持醫師診斷書者准予病假。 

 應依請假時數補足所缺之實習時數。 

 病假超過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者，校外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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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假：所有事假需依請假時數補足實習 

(3)喪假：直系親屬之喪葬以 5 日，旁系親屬以 2 日為限，逾期以事

假論，需補足所缺之時數。 

(4)曠班： 

需補足實習時數 3 倍於曠班時數外，曠班實習 1 天(八小時)者扣

實習平均分數 5 分，如曠班時數超過 45 小時者，校外實習成績

零分計算。 

(5)補實習時間、地點，由校方決定，補足應補時數。 

(6)補完時數者得填寫補實習紀錄呈實習單位主管查核。 

（二） 獎懲規則： 

1. 獎勵方面： 

實習時有優秀表現(包括服務熱誠提高校譽、經常保持服裝整潔、

攝影技術有特殊表現者)，經考核良好或有特殊事蹟者(經實習單

位主管提出均給予承認)，加學期實習總成績 1~5 分。 

2. 懲罰方面： 

(1) 未經許可私自更動或擅離實習場所者。 

(2) 不按時上、下班(需補足實習時數) 。 

(3) 不愛惜公物或任意破壞者(需照價賠償) 。 

(4) 因疏忽態度影響實習單位作業者。 

(5) 態度傲慢，影響校譽者。 

(6) 因怠懈或連續犯錯，經實習單位糾正無效，導致實習單位認

定 

無法繼續再該單位實習者。 

※以上事若經實習單位反應且查證屬實，提至系務會議討論議處。 

七、觀光學系實習報告寫作辦法 

（一） 寫作注意事項： 

1. 觀光校外實習心得報告一律採用統一格式，以電腦打字，字

型為標楷體，字體大小為 12、上下左右邊界 2.5cm、行高 1.5

倍，A4 紙印出，並以學校指定封面裝訂成冊，否則不予計

分。(心得報告指定封面請自行至系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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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應依規定期限內繳交觀光校外實習心得報告，並於實習

結束後兩週將報告繳交至系辦公室。 

3. 校外實習心得報告遲交、不依規定格式、用紙書寫，及內容

不符合規定者，得扣實習報告總分十分(遲交者每遲交一日，

扣實習報告十分)。 

（二） 報告內容格式： 

1. 前言 (3 頁~5 頁) 

(1) 實習單位之設立背景 

(2) 實習單位之各營業部門介紹 

(3) 實習單位之主要營業對象 

(4) 實習單位之未來趨勢 

2. 實習單位介紹 (12 頁~15 頁) 

(1) 實習單位之組識簡介 

(2) 實習單位之工作內容 

(3) 實習工作執掌 

(4) 實習工作之標準作業流程 

3. 實習日誌 (7 頁~12 頁)： 

(1)記錄實習時所發生之重要事記 

(2)親身經歷之個案或他人發生之個案 

4. 實習心得報告 (5 頁~8 頁) 

(1)實習工作心得與收獲 

5. 檢討與建議 (3 頁~5 頁) 

(1)關於自已 

(2)關於學校 

※校外實習報告評分表(請自行至系網頁查詢評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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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件 

附件一、觀光學系實習單位及實習學生名單 

學號 姓名 實習單位 負責老師 

10471045A 陳韋婷  

義大皇家房務部 

傅信維老師 
10471050A 盧怡如  

10471042A 黃育萱  義大開發設營 

10471012A 陳文閔  樹太老日本定食高雄左營店 

10271901A 鄧浤志  國賓大飯店餐飲部 劉旭冠老師 

10420014A 黃鈺中  墾丁凱撒大飯店大廳酒吧 

張琬菁老師 

10471022A 鍾亞軒  墾丁凱撒大飯店服務中心 

10471021A 蔡鈺如  

墾丁凱撒大飯店西餐廳 10471041A 吳冠緯  

10471402A 羅婉庭  

10471017A 張瓊云  

屏東海生館導覽解說 

10471035A 尤冠翔  

10420012A 周任元  

馬辣餐飲-韓老大台北忠孝店 

汪芷榆老師 

10471036A 陳亭佑  

10471408A 陳曉琪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10471804A 王渝媗  

10471315A 岩崎百合惠  日勝生加賀屋國際溫泉飯店管家部 

10471033A 林宛榆  福容大飯店樂園店-餐飲外場 

10471026A 許茜如  赫士盟-台中 

10471002A 楊智凱  太魯閣晶英酒店餐飲部西餐廚房 

10471049A 黃巧緣  太魯閣晶英酒店娛樂部 

10471409A 洪仲毅  太魯閣晶英酒店餐飲部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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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1405A 王 蕾  惠康旅行社 

王偉琴老師 

10471037A 葉幸宜  雄獅旅行社-台南西門門市-門市業務部 

10471806A 黃雅貞  鼎泰豐餐飲實習生(高雄店) 

10471039A 潘品君  

新加坡 

Grand Hyatt Hotel Singapore (君悅大飯店) 

餐飲服務 F&B (宴會廳) 

10471044A 朱婉妤  

新加坡 

Filmgarde Cineplex 影城 

電影院服務員 (Cinema Counter Server) 

10471048A 杜宜恩  新加坡 

Mandarin Oriental Singapore (文華東方大飯店) 

餐飲服務生 (F&B) 10471057A 曾翊捷  

10471401A 唐于雅  日本 

望湖樓(鳥取羽合温泉) 

客房打掃、餐廳、洗區 

戴宇男老師 
10471803A 蔣欣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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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觀光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請假單(或依實習單位規定之假單格式) 

※學生實習請假依准假權責，由實習單位主管核准即可，假單裝入信封於三日內寄回系上

(另需附回郵信封，貼足五元郵資，寫明家長姓名住址，由學校審核後寄予家長)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校外實習學生 請假單   系辦存查聯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實習單位 

    

假    別 事              由 證明文件 

   

請    假    日    期    及    時    間 

自    月    日    時  至     月    日    時 計  天 

批 示 

觀光學系主任 實習單位主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學生簽名：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校外實習學生 請假單    家長存查聯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實習單位 

    

假別 事               由 證明文件 

   

請    假    日    期    及    時    間 

自    月    日    時  至     月    日    時 計  天 

批示 

觀光學系主任 實習單位主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學生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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