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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大學旅運管理系四技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旅運 008） 

97 年 4 月 29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提案通過 

98 年 11 月 17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8 月 17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11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9 月 4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23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0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0月16日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2月24日108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2月24日108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醒吾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三條第三款第四點辦理，特訂定旅運管理

系四技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日間部四年級學生選修校外實習科目須進行為期二學期校外實習(依據學生入學課程總

表規定)。校外實習分上下學期各9學分，共計18學分課程。 

第三條 本系日間部四年級學生須返校上「職場倫理」必修課程。課程上下學期各1學分，共計2學

分課程。 

第四條  選修實習課程相關規定: 

一、前五學期修畢學分數須達92學分以上 

二、前五學期操行成績平均須達75分以上 

三、前五學期平均學業成績須達70分以上 

四、在學期間未受大過以上處分 

五、本系實習星等1星以上 

六、教師推薦 

第五條 校外實習單位由實習委員會選定國內外形象良好及經營完善的旅行業、運輸服務業等相關企

業， 經協商及簽約後，分發學生前往實習。 

第六條 本系須組成校外實習委員會，並召開實習輔導會議，研討以下議題： 

一、實習課程銜接內容: 

（一）實習部門評選 

（二）實習輔導擔任工作 

（三）分配學生實習部門 

（四）實習生申請菁英獎學金的遴選 

二、實習成績評定標準： 

（一）實習單位工作表現及出勤考核 

（二）期中報告及期末報告 

第二章 實習單位遴選與選填志願 

第七條 校外實習單位名單建立程序如下： 

一、由本校邀請業界蒞臨參觀及舉行定期座談 

二、由學校發函業界調查實習合作意願 

三、組成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與學校合作之業界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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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簽訂校外實習合約書 

第八條 實習單位遴選如下： 

一、  由系主任召集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成員，辦理校外實習單位資訊蒐集、整理、篩選

與面試規劃事宜，並不定期舉行實習會議。學生應由本系規劃之實習單位中填選單

位， 若有特殊情形需增加實習單位時，須經過本系實習委員會召開會議，審查通

過才可納入實習單位。 

二、 國內實習單位以位於新竹(含)以北之北部縣市為範圍，若學生希於戶籍所在地(於規

定範圍外)實習，需自行推薦單位並檢附證明，由本委員會專案審查辦理。 

 

第九條 實習選項志願內容如下： 

一、 依實習需求，由委員會統一尋找實習企業單位、地點、職務。 

二、 公佈實習相關規定：可實習之單位實習學分及辦法、招募流程、實習概況、常見實習問

題及解決方法、實習進度、作業繳交、實習場所規定。 

三、 輔導學生完成履歷，包含基本資料、學歷、工作經歷、社團經驗、通訊處與電話、興趣

科目、專長、學業成績。 

四、 確認企業提供實習名額，於實習前一學期公告，以作為學生分配選填實習場所之參考依據。 

五、 實習登記作業，依照實習志願分配至實習單位面試，每人限填「一個」實習單位參加面試；

皆未錄取者始可另填選實習單位。 

六、 提供同學面試相關資訊，包括衣著、言行、常見問答、禮儀等。

七、 面試及錄取名單公佈。 

第三章 面試及分發 
第十條 學生須於實習前一學期依規定時間完成繳交「學生基本資料表」及「家長同意切結書」。 

第十一條 面試規定如下：學生依序自行選填一個志願，分發作業結束後，由本系統一將名單（學生

基本資料）告知各實習單位之人事單位（人力資源部），並約定面試時間。並由實習輔導

教師指導面談技巧。 

第十二條 經實習單位公布錄取單位後，由系上正式轉告學生。確認實習單位後，不得擅自轉換實習

單位，否則須按本辦法第七章獎懲內容接受處分，並扣實習總成績。未獲錄取學生，由本系公

布有缺額之實習單位，學生填選志願後，安排第二次面試。 

第十三條 學生分發完成後，不可任意更換單位，若實習單位有違反雙方合作契約或不當要求者，得

由學生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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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負責老

師與實習單位溝通和確認後，於系實習委員會議提出審議，通過後方可更換。 

第十四條 學生實習時如遇特殊狀況，如實習單位裁員、嚴重違反合約，或學生受到身心困擾等因素， 

經實習委員會查訪屬實後，得更換實習單位。 

第四章 講習及報到 

第十五條 報到規定： 

一、面試結束後，實習單位回覆本系及學生有關報到時間、報到時所須攜帶之個人資料

及其他注意事項等。 

二、無故不到實習單位報到者，或自行更換實習單位者，將依相關規定處罰。 

第十六條 校外實習單位分發排定後，學生前往實習單位前，本系將辦理行前座談，說明有關實習規

定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俾讓實習學生瞭解並遵循。實習期間並由實習單位定期通知學

校學生工作及出勤狀況。 

第五章 訪視及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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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輔導機制 

一、 實習輔導教師應於學生實習期間至實習單位訪視，安排座談會以了解實習問題及改

進辦法。 

二、 每位實習輔導教師分配輔導學生名額及輔導單位，由本系實習委員會會議決定。 
 

三、 實習學生分發到各實習單位，除接受負責教師輔導外，應接受其單位主管之指揮監督，並

遵照公司政策及工作規則辦理。 

第十八條 本系輔導訪視方式： 

實習輔導教師親自至實習單位訪視 

(一)實習開始後二個月內，實習輔導教師每學期至少需至實習單位訪視每位同學乙次，

並填寫「實習輔導訪視紀錄表」。紀錄表內至少須貼附三張照片，包含師生合照、

學生在工作地點照片、師生與實習單位人員合照。海外實習另依規定處理。 

(二)實習期間若學生有需求及特殊狀況，實習輔導教師可彈性至實習單位訪視。 

(三)海外實習及遠距地區實習單位之輔導訪視方式，另依規定處理。 

第六章 實習成績考核及規定 

第十九條  學生實習期滿前，由系辦公室寄發「學生校外實習考核表給實習單位」，並由實習單

位填寫考核項目、評語，簽章後逕寄本系。 

第二十條 學生應每月撰寫一篇實習心得報告(500字以上)，上下學期各4篇，共計8篇，於每學期

第十六週送繳各實習輔導教師核閱。 

第二十一條 學生應於下學期期末繳交裝訂成冊的實習總心得報告，內容為8篇心得(上學期4篇及下

學期4篇)及1篇實習單位的介紹並燒成光碟，於學期第十五週返校時連同電子檔繳交至

系辦公室。 

第二十二條  學生實習期間若遭遇困難或其他重大情事，應儘快與系辦公室及實習輔導教師聯絡，

若因突發事故中斷實習，須依實習企業規定提前一週通知實習單位及實習輔導教師，

並通過本系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方始中斷實習。 

第二十三條 實習評分標準包括下列各項： 

實習單位成績考核表占50%，實習輔導教師考核占50%，兩者加總等於本學期的成績  

第二十四條 重大違規處理程序 

學生重大違規事項，經實習單位或實習輔導教師告知後，依違規情節之輕重，呈報

校方處理。 

第二十五條 實習期間休假、請假規定及與實習有關之權利與義務，參照「實習生與學校及實習機構

校外實習合作契約書」內容辦理。 

 

第七章  實習獎懲 

第二十六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表現優異，獲實習單位頒發優秀實習生、留任邀請函或感謝狀等證

明文件者，系上除呈報學校記功或嘉獎乙次獎勵，並將獲優質廠商就業機會之優先推薦

資格。 

第二十七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因故須更換實習單位以一次為限(限本系簽約廠商)，更換實

習單位需經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審核通過後實施，若有下列情事者該學期校外實習成

績以零分計算。 

一、 未經告知無故離職、工作懈怠或連續犯錯等重大違規事件。 

二、 任何未經報備核准而自行更換單位者。 

三、 學生沒有正當理由而要求更換單位，經由實習輔導老師、實習輔導秘書協調後，若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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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意要離開原單位時，學生應接受下列兩項任選其中一項的處置。 

(1) 休學一學期，待恢復學籍後，重新再參加本系的實習單位遴選。 

(2) 記過處分，並延畢一學期，再由系上協助遴選新的實習單位，更換實習合  

約。 

四、 因違反實習單位所制定之出缺勤管理規則與請假辦法規定或表現不佳而導致無法 

完成實習者。 

五、 在實習期間內，請假總時數累計達該學期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者。 

第二十八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有特殊狀況無法繼續完成實習，若因健康因素，則必須取得

公立醫院的診斷證明後，由本系召開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並會同實習單位確認，

得以專案方式辦理。 

第八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 學生若選擇海外地區實習，實習企業須經本系召開實習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其他相

關規定依「海外實習辦法」實施。 

第三十條 學生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以專案方式辦理。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系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