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
作業要點草案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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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據「義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以規範學生校外實習事項。爰擬具

「義守大學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草案，

計十二點，其內容如次： 

一、 揭示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之目的。(草案第一點) 

二、 明定學生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之設計。(草案第二點) 

三、 明定學生校外實習執行前應完成合約書之規定。(草案第三點) 

四、 明定學生校外實習執行之依據。(草案第四點) 

五、 明定學生校外實習前保險相關之規定。(草案第五點) 

六、 明定學生校外實習時無法完成之處理規定。(草案第六點) 

七、 明定學生校外實習作業之繳交規定。(草案第七點) 

八、 明定學生校外實習時遇及問題之處理規定。(草案第八點) 

九、 明定實習評量標準之配分。(草案第九點) 

十、 明定實習機構與課程內容的適切性評量之作法。(草案第十點) 

十一、 明定其他事項之依據。(草案第十一點) 

十二、 明定生效方式。(草案第十二點) 

  



義守大學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
作業要點草案 

 

108年12月09日系務會議通過(全文)，109年1月7日校長備查公告 

 

一、 義守大學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位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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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實習課程規劃： 

(一) 實施對象：本學位學程107學年度起入學生。 

(二) 課程名稱及學分數：「校外實習」，3學分。 

(三) 實習時數：校外實習總時數達162小時以上(自107學年度起入學生適

用) 。 

(四) 實施期間：本學位學程大學部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擬以校外實習

從事者，應於三年級第一學期開學後第15至16週提出申請，並於三年

級寒假起至四年級寒假前，完成校外實習、參與口頭心得報告及繳交

書面實習心得報告書。 

(五) 其他規定：實習成績考核優良者，仍應完成本學位學程「校外實習」

之書面寫作要求及口頭報告。 

三、 實習機構之擇定與媒合機制 

(一) 實習單位得由學生自行覓尋或由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推甄，並依本學位學程公布之實習計畫規定，於公告申請時程內

視情況於學期中、寒暑假向本委員會提出實習申請且於通過後在國內

或境外進行。  

(二) 實習地點得為國內或境外，提出申請時應填具實習申請書(附件一)、

簡易實習企畫書(附件二)及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附件三)，經家長、

指定輔導老師與實習單位同意後，向本委員會提出實習申請。 

(三) 實習輔導老師由本委員會指定。 

(四) 實習計畫書內容應包括實習期間、實習場所、實習內容、學生及實習

單位資訊（實習單位、直屬長官、聯絡地址、電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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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可前往該單位實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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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由本校、實習單位及學生各留存一份，以確保三方權益。 

四、 實習資訊與說明會 

(一) 實習單位如由學生自行覓尋者，實習前應向本委員會指定輔導老師繳

交第三點要求之資訊。學生如前往未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校外實習

單位者，本委員會得不予承認該實習時數。 

(二) 學生如經推甄遴選成為實習生後，本委員會應召開行前會議，說明實

習單位之職場環境及實習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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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學位學程應安排實習課程輔導老師於實習期間視實際情況進行訪

視或輔導實習學生，並協助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共同解決實習過程遭

遇之問題，每訪視一次應填寫一份「義守大學校外實(見)習課程訪視

學生督導紀錄表」。 

五、 實習期間除學生平安保險外，本學位學程應確認學生已投保相關意外傷

害保險。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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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個人因素無法完成實習者，應依相關規定向本

學位學程提出申請終止該次實習，並經本委員會同意。 

七、 實習成績考核 

學生完成實習後，應請實習單位填寫或證明實習時數並應繳交「實習成績

考核表」(附件五)及「實習心得報告書」(附件六)。 

注意事項如下： 

(一) 「實習成績考核表」之成績應由實習單位主管負責評分及證明實習時

數。考核成績及格者（60分以上），始得主張抵算專題論文，「實習心

得報告書」亦同。考核成績不合格者（未滿 60 分），不得提出申請。

總結課程之專題成績由專題老師依實習成績考核表及實習心得報告

書決定之。 



(二) 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工作規定，並聽從其指導。如有不

聽從或不遵守實習單位各項規定及指導者，實習單位得終止該學生實

習。學生應依照實習單位指定之實習日期按時前往實習，並按照實習

單位安排之時間到達。 

(三) 如因故無法前往實習時，除緊急情況外，應事前向實習單位主管及依

本校規定請假，並依實習單位相關規定辦理請假，否則視為曠班。學

生於實習期間如有任何異常狀態，經實習單位通知指定輔導老師後，

指定輔導老師應盡力協助。 

(四) 學生實習時，應注意服裝儀容整齊清潔，態度溫文有禮，舉止合宜。 

(五) 學生於實習期間，不得擅自離開工作崗位或怠忽職守。如有不當行為

經實習單位通知者，本學位學程得依情節輕重予以處分或終止其實習，

並列入成績考核紀錄。 

(六) 實習期間每位學生應撰寫書面實習心得報告書，並參加本學位學程舉

辦之口頭心得報告，由實習輔導老師批閱，納入實習評分，並由本學

位學程存檔。 

八、 實習過程之輔導與緊急事件處理流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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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實習課程輔導老師先行處理，並提送本委員會研議後，始得

辦理終止或轉換實習。 

(二) 學生所填寫之實習文件(附件一至附件四)任何內容如有偽造或不實

者，得視情節由本委員會審議後，依據本校學生輔導與獎懲相關規定

予以處分。 

(三) 學生前往實習單位實習時，如有違反實習單位合理規定而致影響校

譽者，得視情節由本委員會審議後，依據本校學生輔導與獎懲相關規

定予以處分。 

(四) 實習輔導及訪視運作機制，由本委員會分配本學程教師為輔導老師，

配合依照實習單位之時間訪視實習學生與實習場所，並與實習單位

主管訪談學生實習近況。如實習場所為外島、國外或境外其他地區

等，訪視老師可利用科技通訊工具與實習單位進行訪談，最後將訪談

結果以書面繳交至本委員會存查。 



(五) 規範緊急事件之處理流程，實習單位或實習學生如發生如天災或其

他災難，輔導老師應儘速與當事者取得聯繫，將最新狀況回報本委員

會，並將最新訊息通知學生家長，隨時保持溝通順暢，至緊急事件處

理結束為止。 

(六) 學生如遭遇性別平等事件時，本學位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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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實習評量標準如下： 

(一) 學習態度占30%。 

(二) 工作實務占30%。 

(三) 實習心得報告占40%，規定如下： 

1. 實習心得報告採用A4格式，以電腦繕打後列印並繳交電子檔，否

則不予計分。 

2. 學生應依實習相關規定期限內繳交實習心得報告。 

3. 實習心得報告遲交或內容不符合規定者，得酌予扣減實習分數。 

4. 實習心得報告內容應包括實習期間、實習場所、實習內容、學生

及實習單位資訊（實習單位、直屬長官、聯絡地址、電話等）。 

十、 學生參與校外實習後，本學位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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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送交傳播與設計學院核備，陳請校長備查後

自公告日實施。  



義守大學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
作業要點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一、義守大學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

程(以下簡稱本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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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示本作業要點之目的。 

二、校外實習課程規劃： 

(一)實施對象：本學程全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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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實施期間：三年級寒假起至

四年級寒假前。  

(五)其他規定：實習成績考核優

良者，仍應完成本學程「校外

實習」之書面寫作要求及口頭

報告。 

明定學生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之設計。 

三、實習機構之擇定與媒合機制： 

(一)學生於公告時程內向本委員

會提出實習申請，通過後在

國內或境外進行。 

(二)提出申請應填具實習申請書

(附件一)及校外實習家長同

意書(附件二)。 

(三)實習輔導老師由本委員會指

定。 

(四)實習計畫書內容應包括實習

期間、實習場所、實習內

容、學生及實習單位資訊

（實習單位、直屬長官、聯

絡地址、電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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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可前往該單位

明定實習輔導機制與前置作業及學生校

外實習執行前應完成合約書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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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合約書由本校、實習單

位及學生各留存一份，以確

保三方權益。 

四、實習資訊與說明會: 

   (一)學生如前往未經本委員會審

議通過之校外實習單位者，

本委員會得不予承認該實習

時數。 

    (二)本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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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實習課程輔導老師應於實習期

間進行訪視或輔導學生，每訪

視一次應填寫一份「義守大學

校外實(見)習課程訪視學生督

導紀錄表」。 

明定學生校外實習執行前瞭解有關實習

之規定及注意事項。 

五、實習期間除學生平安保險外，本

學程應確認學生已投保相關意外傷

害保險。 

明定學生校外實習執行前保險相關之規

定。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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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相關規定向本學程提出申請終止

該次實習，並經本學程委員會同

意。 

明定學生校外實習執行時無法完成之處

理規定。 

七、實習成績考核: 

    (一)「實習成績考核表」之成績由

實習單位主管負責評分及證明

實習時數。考核成績及格者

（60分以上），始得主張抵算

專題論文，「實習心得報告

書」亦同。考核成績不合格者

（未滿60分），不得提出申

請。 

明定學生校外實習執行前保險相關之規

定。 



    (二)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

位之工作規定，並聽從其指

導。如有不聽從或不遵守實習

單位各項規定及指導者，實習

單位得終止該學生實習。 

   (三)如因故無法前往實習時，除緊

急情況外，應事前向實習單位

主管及依本校規定請假，並依

實習單位相關規定辦理請假，

否則視為曠班。 

   (四)學生實習時，應注意服裝儀容

整齊清潔，態度溫文有禮，舉

止合宜。 

   (五)學生於實習期間有不當行為經

實習單位通知者，本學程得依

情節輕重予以處分或終止其實

習，並列入成績考核紀錄。 

   (六)實習期間每位學生應撰寫書面

實習心得報告書和口頭心得報

告，由輔導老師批閱，納入實

習評分，並由本學程存檔。 

八、實習過程之輔導與緊急事件處理流

程: 

   (一)學生如於實習期間適應不良、

與實習單位發生糾紛或緊急事

故時，由輔導老師先行處理再

提送本委員會研議後，始得辦

理終止或轉換實習。 

    (二) 學生所填寫之實習文件(附件一

至附件四)任何內容如有偽造或

不實者，得視情節由本委員會

審議後，依據本校學生輔導與

獎懲相關規定予以處分。 

   (三)實習時，學生如有違反實習單

位合理規定而致影響校譽者，

由本委員會審議後，依據本校

相關規定予以處分。 

   (四)實習輔導及訪視運作機制，由

本委員會分配本學程教師為輔

導老師，配合依照實習單位的

時間訪視實習學生與實習場

所，最後將訪談結果以書面方

面繳交至本委員會存查。 

   (五)實習單位或學生若發生如天災

明定學生校外實習執行時無法完成之處

理規定。 



或其他災難，輔導老師應儘速

與當事者取得聯繫，回報最新

狀況給本委員會，並將最新訊

息通知學生家長，隨時保持聯

繫，直到緊急事件結束為止。 

   (六)學生如遭遇性別平等事件時，

本學程將協助學生向實習單位

提出申訴，並通報本校性平委

員會協助處理。 

九、實習評量標準如下： 

      本課程成績評定「實習成績考核

表」之成績由實習單位(廠商)主管

負 責評分，總成績為一○○分，

「實習成績考核表」之實習單位(廠

商)成績占百分之四十，學生提交之

書面實習報告占百分之三十，輔導

老師評核占百分之三十。 

明定實習評量標準之配分。 

十、學生參與校外實習後，本學程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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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實習機構與課程內容的適切性評量

之作法。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

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明定其他事項之依據。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送

交傳播與設計學院核備，陳請校

長備查後自公告日實施。 

明定生效方式。 

 

  



附件一 

義守大學  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學年度第＿＿＿學期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 

 

學生姓名  學號  系級 
 

學生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民國)  

學生聯絡地址  

家長姓名  家長聯絡電話  

申請實習單位名稱 

(請依志願序填寫) 

(含統一編號) 

1. 

2. 

3. 

申請實習單位地址/ 

聯絡電話 
 

實習單位主管職稱/ 

聯絡電話 
 

實習待遇 □工資______ □津貼_________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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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申請抵免課程 □校外實習 

申請實習原因 

(限 50 字內) 
 



實習委員會委員 

核   示 
 

委員與家長聯繫:                 年   月   日 學程辦公室登錄:   年   月   日 

其他注意事項： 

◎請檢附「家長同意書」、「實習契約書」、「校外實習計畫書」。 

◎申請實習時，若為自行找尋之實習單位應檢附該公司基本資料。 

◎實習結束後應繳回「實習心得報告書」、「實習成績考核表」、「雇主滿意度問卷調查表」。 
◎預定實習日期請實習委員會與實習單位接洽確認。 



附件二 

International Program on Communication Production 

at I-SHOU University 

Internship Proposal for Pre-approval Form 

 

Full Name: (C)                (E) 

ISU Student ID: 

Duration: mm/dd/yyyy – mm/dd/yyyy for Total of       Days /       Hours 

Is your age 18-year-old by the date your internship starts? (Yes / No ) 

Date of Birth: mm/dd/yyyy    

A
p
p
lican

t B
asic C

o
n
tact In

fo
rm

atio
n

 

Local Address   

Permanent 

Address 

 

Cell number  

Home Number  

e-mail  

Messenger   

In
tern

sh
ip

 o
ffered

 b
y

 

Company 

Name 

 

Department  

Location  

Contact person 

w/ phone No. 

                           

Phone No.                 ext. 

In
 C

ase o
f E

m
erg

en
cy

 

co
n
tact 

Name                               Relationship  

Cell number  

Home Number  

Office number                           ext. 

 Is this internship a paid job? Yes / No  

- If you answered “Yes”, please explain how much you will receive 

from the internship job for NT$            (If this is an oversea 



internship, please convert the amount into the New Taiwanese 

Dollar.) 

 Can you provide the prof of the additional labor insurance? Yes / No 

Please explain your object:   

 

 

 

Please explain your learning experiences toward to the internship (e.g. what 

course you have taken from school, and how would those experiences apply 

to the internship.) 

 

 

 

 

Please explain what you expect to gain from the internship. 

 

 

 

 

Applicant Signature                           Date                

To Be Completed by IPCP Faculty Only 

Pre-approval:  Yes  /  No  (Please circle one)  

Based on: 

 

 

 

Reviewed by                                       Date                      

 

  



附件三 

校 外 實 習 家 長 同 意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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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義守大學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規定，前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實習，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計     個工作天。實習期間除學校之學生

平安保險外，亦同意由實習單位視狀況加保其他相關保險。 

 

 

 

 

 

   此致 

義守大學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學生家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義守大學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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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共同輔導學生。 

乙方：承辦丙方實習有關業務及聯繫，實習輔導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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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開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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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赴甲方訪視丙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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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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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實習輔導老師得就其訪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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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義守大學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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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 

 

義守大學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學生實習成績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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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六 

 
實習心得報告書格式及內容相關規定 

 

 

一、實習心得報告書格式要求： 
 

1 一律使用 Microsoft Word 打字。 
 

2 請依據本學位學程之規定實習報告內容大綱之順序方式填寫。 
 

3 字型為標楷體，大小為 12，固定行高 24pt；A4 紙張輸出，字數不得少於 
 

2000 字。 
 

4 版面邊界為上、下、及右側為 2.54 公分，左側為 3.17 公分，並加頁碼。 
 
 

二、實習心得報告書內容大綱 
 

1 實習心得報告書首頁(範例一) 

2 前言： 

(1) 實習時間：自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共小時 

(2) 實習地點：公司(地址、電話) 

(3) 實習導師：(姓名、職稱) 

(4) 實習目的： 

 

 3 誌謝  

      以一頁篇幅，感謝實習期間有關人員的協助與教導。 

4 目錄(範例二) 
 

將實習心得報告內容按頁數編成目錄。 
 

5 實習心得報告內容 
 

(1) 實習單位簡介 實習單位的基本資料，如企業沿革、單位經營理念、單

位經營性質、產品、管理制度、單位的環境和地理位置、組織文化和

商譽等。 

(2) 實習內容 

 a.  工作日誌與內容：職前訓練內容、專業實習內容、作業流程及每 

             日工作內容。 

b. 實習收穫：工作中所學習到的東西，包括技術面以及非技術面。 

c. 心得省思：是否學以致用、實習前預期與現況差異、遭遇困難與解

決方法等。 

(3) 建議事項 對本計畫之實習模式、實習單位之指導方式、實習內容之合

適性、學校輔導方式、參加實習前應準備的事項等。 



(4) 實習後對未來之生涯規劃、期許及目標。 
 

(5) 附錄(實習照片與說明) 

工作服勤及實習場所照片。(公司規定不得拍照者請單位主管出具證明) 

7 英文簡歷 



範例一、實習報告首頁 
 

 

義守大學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

程  

International Program on Communication Production 

I-Shou University 

實  習  報  告 

公司名稱（中文） 

公司名稱（英文） 

 

 

 

實 習 生：10325xxxA  XXX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範例二、目錄 
 

目錄 

頁數 
 

前言................................................................................................................. I 
 

致謝............................................................................................................II 

目錄.......................................................................................................... III 

第一章 實習單位簡介 .................................................................................1

第一節 公司基本資料 ............................................................. ...............2 

第二節 產業分類 ............................. .............................................. ........2  

第三節 組織職掌 ........................................................................... .........3 

第四節 實習單位之 SWOT分析...............................................................3 

… …… 

第二章 實習內容 ........................................................................................5 

第一節  工作日誌與內容 .........................................................................8 

第二節  實習收穫 ....................................................................................10 

第三節  心得省思 ........................................................... ........................13 

… …… ……. 

第三章 建議事項 ........................................................................................14 

 

第四章 實習後對未來之生涯規劃、期許及目標 ....... ...........................20 

 

第五章 附錄 (實習活動照片與說明).......................................................25 

 

英文簡歷.......................................................................................................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