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校外實習要點 

107年 7月 29日校長准予備查公告全文 

  107年 11月 14日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3~11點)，108年 2月 19日校長備查公告

108年 11月 5日系務會議通過，108年 12月 27日校長備查公告 

 

一、 義守大學應用英語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增廣學生實務知識與技能， 
    提升學生職場適應力與競爭力，特依據「義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訂定本要點，以規範學生校外實習事項。 
二、校外實習應以使用英語為主要語言之工作。  
三、校外實習課程規劃： 

(一) 實施對象：本系大三以上學生。 
(二) 課程名稱及學分數：校外實習/3 學分。 
(三) 實習時數：162 小時以上，至多 240 小時。 
(四) 實施期間：寒暑期或學期間於國內或境外進行。 
(五) 其他規定：應於二年級第二學期結束後至四年級第一學期開學  

          前提出申請。 
四、校外實習由學生自行提出申請，應填具校外實習申請書(附件一)及校 
    外實習家長同意書(附件二)，經家長及實習單位(廠商)同意後，繳回 
    本系，經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召集人批准後，始得進行校外實習，否 
    則實習學分一概不承認。 

  五、學生校外實習前，應由本校、實習單位及學生於實習起始日前完成三 
      方實習合約書之簽訂(附件三)，始得開始實習。合約書內容應載明實 
      習課程名稱、學分數、時數、內容、期程、津貼(獎助金)、膳宿及保 
      險、學生輔導內容、考核項目、成果評量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實習 
      合約書由實習單位(廠商)、本校及學生各留存一份，以確保三方權益。 

六、本系應於實習前召開行前會議，將實習相關規定以書面、電子檔等 
    方式提供參與實習學生，並要求學生遵守相關規定。 
七、 實習期間除學生平安保險外，本系應確認學生已投保相關意外傷害

保險，但學生應自行負擔校外實習期間之相關保險及膳宿交通等費

用，並將投保證明送至本系備查。 
八、 實習評量標準如下： 



(一)實習評分表(附件四)60%：實習單位(廠商)主管負責評分。 

    (二)校外實習心得報告(附件五)40%：2000至 3000字之英文心得。 

九、 實習學生因病或其他原因無法參加實習時，應依相關規定辦理請假

手續並補足實習所缺時數。如實習學生因個人因素無法完成實習者，

應依相關規定向本系提出申請終止該次實習，並經本系校外實習委

員會同意。 

十、 學生如於校外實習期間適應不良、與實習單位發生實習糾紛或緊急 

    事故時，由實習課程輔導教師先行處理，並提送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 

    研議後，始得辦理終止或轉換實習。 

十一、學生如遭遇性別平等事件時，本系將協助輔導學生向實習單位提出 

     申訴，並通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協助處理。 

十二、學生所填寫之實習文件(附件一至附件五)任何內容如有偽造或不實 

     者，如前往實習單位實習時，有違反實習單位合理規定而致影響 
     校譽者，得視情節由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後，依據本校學生獎 
     懲相關規定予以處分。 
十三、本系輔導教師應於校外實習期間訪視學生，並填寫訪視報告。如實 
     習地點於海外或偏遠地區，輔導教師得使用 Skype、手機、Facebook 
     訊息或其他即時通訊工具進行訪視。  
十四、實習單位或實習學生如發生天災或其他災難，輔導教師應儘速與當 
     事者取得聯繫，將最新狀況回報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並將最新訊 
     息通知學生家長，隨時保持溝通順暢，直到緊急事件處理結束為止。 
十五、學生參與校外實習後，本系應進行實習機構與課程內容之適切性評 
     量，包括學生及機構實習滿意度問卷調查，以提供日後推行校外實 
     習時能更加完備。 
十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送交語文學院核備，陳請校長備查後 
     自公告日實施。  

 



附件一 

義守大學應用英語學系 
＿＿＿學年度第＿＿＿學期學生校外實習申請書 

 
學生姓名 

 
學號 

 
系級 

 

學生聯絡電話 
 

學生聯絡地址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家長姓名 
 

家長聯絡電話 
 

實習單位地址 

聯絡電話 

 

 

預定實習日期及 

總時數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預計實習總時數            小時 

實習工作內容 

 

 

 

實習單位(廠商)簽章 
 

本系輔導教師簽章 
 

 
其他注意事項: 
◎請檢附家長同意書 
◎實習結束後應繳回「校外實習課程心得報告」及「實習評分表」 
 
 
 
 
□通過     □不通過 

 

系所承辦人                     系所主管 



附件二 

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子女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

依義守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校外實習作業要點規定，前往

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計      個小時/工作天。實習期間除學校之學

生平安保險外，由學生自行與實習單位溝通視情況加保其他相關保險。 

 

此致 

義守大學 

 

學生家長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 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 
 

立合約書人：                                 公司(以下簡稱甲方) 
            義守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學系學生                (以下簡稱丙方) 
甲乙丙三方基於培訓人才，共同推展實習合作教學與實務訓練之互惠原則，協議訂定

下列事項，共同遵循。 
一、實習合作職掌： 

甲方：提供乙方學生實習機會，依丙方個別實習計畫，負責工作分配、報到、訓

練，並派專人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輔導學生。 

乙方：承辦丙方實習有關業務及聯繫，實習輔導教師負責指導丙方校外實習。 
二、合約期限、實習時間及請假或例假規定： 

(一) 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二) 實習時間：自     時     分開始自     時     分結束。(時間採 24 時制 
              填寫) 
(三) 請假、休假及例假規定： 

三、丙方校外實習內容、實習課程名稱/學分數及時數： 
(一) 實習內容為             ，實習場所以不影響丙方健康及安全之工作環境 
    為原則，並不得要求丙方協助從事違法行為。 
(二) 實習課程名稱/學分數:                   /       學分 。 
(三) 實習時數     小時。 

四、甲方給付丙方實習津貼(或獎助學金)、膳宿及交通： 
(一) 實習津貼(或獎助學金) ：新臺幣(以下同)         元/每月。(若無請寫無) 
(二) 膳食：           。(若無請寫無) 
(三) 住宿：           。(若無請寫無) 
(四) 交通：           。(若無請寫無) 

五、保險： 
 □學生實習期間 ， 由甲方為實習學生辦理意外傷害險。 
 □學生實習期間，由乙方為實習學生辦理意外傷害險及學生平安保險。 
 □學生實習期間，由丙方辦理意外傷害險及學生平安保險。 

六、實習報到： 
(一) 乙方於實習前應將丙方報到資料提供予甲方。 
(二) 甲方於丙方報到時，應即給予職前安全講習(含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

及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並派專人指導。 
七、實習學生輔導： 

(一) 甲方實習單位應提供專業指導、訓練、生活及工作輔導，若丙方表現或適

應欠佳時，由甲方知會乙方共同處理，如經輔導未改善者，得停止實習或

轉換至其他機構實習。 
(二) 實習期間乙方不定期安排實習輔導教師赴甲方訪視丙方，負責校外實習輔導、

溝通、聯繫工作。 
八、實習考核： 

(一) 由甲方及乙方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量實習成績。 
(二) 課程成績評核方式為由甲方就丙方之實習成效予以評分，乙方實習輔導教師



得就其訪視結果、實習機構考核丙方之成績、心得報告或自我表現評估等，

給予實習課程成績。 
九、糾紛或爭議處理：由甲乙丙三方協商處理，乙方得提請校內實習相關會議處理。 
十、丙方實習期間於甲方有從事學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所定契約應

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一、本合約如有臨時變動或未盡事宜，得經甲乙丙三方協調修訂或補充之。 

十二、甲乙丙三方因本合約發生訴訟時，同意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十三、本合約書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執一份。 

 
 
 
 
立合約書人： 
甲方：                                     丙方：(學生姓名) 
負責人：                                   身分證字號： 
職稱：                                     出生年月日： 
電話：                                     戶籍地址：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法定代理人： 
                                           (學生若未滿 20 歲，應有法定代理人簽章) 
                                           戶籍地址： 
                                           電話： 
 
 
乙方：義守大學                              
代表人：陳振遠 
職稱：校長 
電話：07-6577711 
地址：840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 1 號 
統一編號：07927743 
執行學生校外實習系所： 
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義守大學應用英語學系學生實習評分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期間：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評分項目 得分 

工作表現( 35% )   

學習態度( 25% )   

待人接物( 20% )   

到勤狀況( 10% )   

服裝儀容( 10% )   

總分(100%)   

具體事實之說明 

 

考勤 
請假：     小時，曠班：      小時， 
遲到/早退：         次 

評分說明： 
59分以下：不及格 
60-69分：尚可 
70-79分：不錯 
80-89分：優秀 
90分以上：非常優秀 
※「59分以下」及「90分以上」請敘明具體事實。 

 
 
 
 
 
 
 
 
單位主管簽章:                      日期： 
 

   



附件五 

義守大學應用英語學系 
＿＿＿學年度第＿＿＿學期校外實習課程心得報告 

 

實習單位  
 

實習地點  
 

學 號  
 

姓 名  
 

職 稱 

 備註：  
1.應撰寫2,000至3,000字，以英文書 
 寫。  
2.書寫格式：12號字、新細明體、單 
 行間距。  
3.請勿任意更改格式設定，不合本格 
 式規定者，退件。  
4.檢附實習照片(至少四張)。 

心得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