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科技大學 ＿＿＿系 108學年度  □暑期 / □上學期 / □下學期 

實習機構評估報告書 
評估地點：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一、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與實習需求概況 統一編號  

實習機構名稱  負責人  

機構聯絡人/職稱  電話  

實習機構地址  

提供實習期間 實習職缺名稱 需求條件或專長 實習時數 需求員額 

□暑期(7~8月)       小時/週 名   

□上學期(9~1月)       小時/週 名   

□下學期(2~6月)       小時/週 名   

實習報酬 

1.□有薪資，有勞保並提撥勞退 

  月薪       元/月 時薪        元/小時 

2.□無薪資，有勞保有生活津貼      元/月 

  (符合勞基法技術生之規範) 

3.□無薪資，有獎助學金        元 

4.□無薪資 

配合簽約 

健保 

住宿 

交通 

膳食 

□是        □否 

□有        □無 

□供宿      □自理 

□提供      □自理 

□供膳      □自理 

二、實習條件評估 (極佳 5、佳 4、可 3、不佳 2、極不佳 1) 備      註 

實習環境 □5     □4     □3     □2     □1  

安全性 □5     □4     □3     □2     □1  

專業性 □5     □4     □3     □2     □1  

體力負荷 □5(適合)  □4     □3     □2     □1(太重)  

培訓計畫 □5     □4     □3     □2     □1 詳如職缺別實習學習計畫附件 

合作理念 □5     □4     □3     □2     □1  

三、整體總評 □5     □4     □3     □2     □1  

四、綜合評述：(含引介內容及過程之說明) 

 

 

 

 

五、評估結論： □推薦實習   □不推薦實習  

               引介教師(簽章)：                   系主任(簽章)：                

六、○○學年第○次系實習委員會審查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實習委員會召集人(簽章)：                 

*請針對每個『職缺名稱』填寫一張附件『實習機構評估附件： ○○○○ 實習機構職缺別實習學習計畫』。 

*所有欄位不得空白 

*引介教師須與實習機構確認將依實習合約期間提供實習機會，勿因公司營運因素而中途解約，造成學生中斷實習之困擾。 

  

108學年適用 



 

 

實習機構評估附件： ＿＿＿＿＿實習機構職缺別實習學習計畫 

引介老師：   實習機構聯絡人：     □ 暑期   □ 上學期   □ 下學期 

一、實習學習內容(請配合實習機構評估報告書同時完成，請填寫粗框範圍) 

實習 

課程 

目標 

(請依實習機構評估報告書職缺填寫，每個職缺填寫一張) 

透過在產業界的實務學習，培育下列專業人才的實務能力：(紅色字體請依科系特色修改) 

□行銷企劃人員 □廣告企劃/採購人員 □社群管理人員 □廣告傳播人員 □服務設計人員 

□電子商務人員 □活動企劃人員 □網頁製作人員 □APP規劃/設計人員 □商業設計人員 

□業務人員 □門市人員 □市調人員 □客服人員 □零售與通路管理人員 □採購人員 

□物流管理人員 □倉儲管理人員 □貨運承攬人員  □報關人員 □國貿人員 □會展人員 

□行政/總務人員 □人力資源/人事人員 □品質管理人員 □銀行服務人員 □證券業務員 

□不動產業務人員 □保險業務人員  □理財投資人員 □餐飲管理人員 □旅遊管理人員 

□飯店旅館人員 □休閒遊憩管理人員 □其他：                                                                

實習 

課程 

內容 

規劃 

階段 期間 實習課程內涵(主題) 實習具體項目 

一 

(暑期) 
   

二 

(上學期) 
   

三 

(下學期) 
  (預設三階段請自行增刪) 

實習資

源投入

及輔導 

 
企業提供

實習指導

與資源說

明 

(說明企業提供實習學生的整體培訓規劃及相關資源與設備投入情形) 
●企業提供實習學生的整體培訓規劃 
◎實務基礎訓練：□企業文化 □企業知識 □工業安全 □其他：                
◎實務主題訓練：□產品/服務知識探討 □學習內容溝通 □技術問題釐清 
  □實務技術問題排除 □實務技術支援 □實務案例分享 □實務問題分析 
  □品質管理 □流程改善 □庶務管理  □技術指導 □其他：                                                                 
●實習機構提供資源與設備投入情形 
  □專人指導 □教育培訓 □培訓教材 □資訊設備 □儀器機台 □實作場域  

□實驗設備 □耗材配件 □獎勵制度 □其他                                                            

業界老師

進行實習

輔導形式

及規劃 

(說明業界輔導老師提供實習學生的指導與輔助方式) 
●業界輔導老師提供的指導內容： 

□流程解說 □設備操作 □標準程序 □檢驗標準 □檢測操作 □文件撰寫 
□實務演練 □錯誤處理 □安全規範 □軟體操作 □資訊管理 □採購備料  
□存貨管理 □客戶管理 □報表製作 □報表分析 □財務報表 □經營管理 
□時間管理 □溝通技巧 □人事管理 □品質管理 □流程管理 □問題分析 
□管理工具 □創新提案 □其他                                                              

●業界輔導老師提供的輔導模式： 
  □口述解說 □操作示範 □案例研討 □其他                                                              

教師進行

輔導及訪

視之具體

規劃 

(說明學校輔導老師進行輔導工作或實地訪視作業方式) 
●學校輔導老師提供輔導內容： 

□產業趨勢 □專業知識指導 □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 □職涯發展 □學習輔導 

□不適應輔導 □其他                                                              
●學校輔導教師實地訪視作業： 
□實習前輔導 □第一個月實地訪視 □每階段(三個月)之實地訪視 
□實習異常輔導訪視 □每月聯繫表 □電話聯繫 □網路社群軟體 □視訊聯繫  
□電子郵件聯繫 □其他                                                                  

108學年適用 



 

二、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 

實習成

效考核

指標(項

目) 

(說明學生實習成果的展現方式與其評核項目與權重) 

●學生實習成果其評核項目 

□每階段實習報告： 

◎輔導老師評核： 

□學習表現評核(30％)：實習輔導老師約談(10％)、出席實習座談(10％) 、繳交校外實習

工作週紀錄表(10％) 

□實習報告評核(70％)：內容含口頭報告(49％)、文筆(14％)、切題及格式(7％) 

◎業界輔導老師評核： 

□工作表現(100%)：人際相處狀況、團隊精神(15%) 學習積極程度(15%) 反應性(15%) 出

缺勤程度(15%) 工作態度(20%) 實習期間之工作貢獻及達成度(20%)  

實習成

效與教

學評量

方式 

(說明學生實習成果的評核期程以及評核人員與評核方式等) 

●學生實習成果評核期程 

□第一階段(7至 8月)     □第二階段(9至 1月)    □第三階段(2至 6月) 

●評核人員 

□學校輔導老師(評核 50%)   □業界輔導老師(評核 50%) 

實習回

饋方式

及規劃 

(說明實習課程結束後相關成效的回饋及檢討方式) 

□實習問卷調查 □轉換、中止檢討 □實習成果競賽 □學生心得分享 □輔導經驗交流 

□實習成效檢討會議 □實習課程檢討會議 □實習機構合作檢討 □專業課程諮詢調整 

□產業實務專題 □教師實務深耕 □教師實務研習 □業界產學合作 □實習職缺篩選檢討 

□校務研究分析 □校務研究追蹤 

 

經       學年第      次系實習委員會審查     □通過      □不通過 

*所有欄位不得空白 

  



 

中國科技大學 ○○系 ○○學年度  暑期 / □上學期 / □下學期 

實習機構評估報告書(範例) 
評估地點：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號                     評估日期： 106 年 5 月 25日 

一、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與實習需求概況 統一編號 03807628 

實習機構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負責人 俞明德 

機構聯絡人/職稱 李小龍/經理 電話 (02)2931-3416#2609 

實習機構地址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號 

提供實習期間 實習職缺名稱 需求條件或專長 實習時數 需求員額 

□暑期(7~8月)  研究助理 

協助執行企業委外測

試工作及撰寫機構測

試平台的測試各案及

報告 

40小時/週 1名   

□上學期(9~1月)       小時/週 名   

□下學期(2~6月)       小時/週 名   

實習報酬 

1.有薪資，有勞保並提撥勞退 

  月薪       元/月 時薪 133   元/小時 

2.□無薪資，有勞保有生活津貼      元/月 

  (符合勞基法技術生之規範) 

3.□無薪資，有助學金        元 

4.□無薪資 

配合簽約 

健保 

住宿 

交通 

膳食 

是        □否 

有        □無 

□供宿      自理 

□提供      自理 

□供膳      自理 

二、實習條件評估 (極佳 5、佳 4、可 3、不佳 2、極不佳 1) 備      註 

實習環境 5     □4     □3     □2     □1  

安全性 5     □4     □3     □2     □1  

專業性 5     □4     □3     □2     □1  

體力負荷 5(適合)  □4     □3     □2     □1(太重)  

培訓計畫 5     □4     □3     □2     □1 詳如職缺別實習學習計畫附件 

合作理念 5     □4     □3     □2     □1  

三、整體總評 5     □4     □3     □2     □1  

四、綜合評述：(含引介內容及過程之說明) 

經個人透過親自拜訪李經理爭取此次學生實習機會，將本系學生安排在該部門做專案計畫管理助理，

讓學生在實習學習過程中，有機會透過參與公司計畫的運作，在執行過程中，學生可以學習資料庫管

理與科技工具運用內涵，藉此可與在校學習的相關課程如專案管理、資料庫管理等課程相互應證其實

務，往年主要與公司在手機應用程式設計測試上實習合作，但此次是屬跨專案管理實習機會。 

五、評估結論： 推薦實習   □不推薦實習  

               引介教師(簽章)：   王大明        系主任(簽章)：                

六、○○學年第○次系實習委員會審查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實習委員會召集人(簽章)：                 

*請針對每個『職缺名稱』填寫一張附件『實習機構評估附件： ○○○○ 實習機構職缺別實習學習計畫』。 

*所有欄位不得空白 

*引介教師須與實習機構確認將依實習合約期間提供實習機會，勿因公司營運因素而中途解約，造成學生中斷實習之困擾。  



 

 

實習機構評估附件： ○○○○ 實習機構職缺別實習學習計畫 

引介老師： 王大明 實習機構聯絡人： 中國信託  暑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一、實習學習內容(實習機構評估報告書附件) 

實習 

課程 

目標 

(請依實習機構評估報告書職缺填寫，每個職缺填寫一張) 

透過在產業界的實務學習，培育下列專業人才的實務能力：(紅色字體請依科系特色修改) 

□行銷企劃人員 □廣告企劃/採購人員 □社群管理人員 □廣告傳播人員 □服務設計人員 

□電子商務人員 □活動企劃人員 □網頁製作人員 □APP規劃/設計人員 □商業設計人員 

□業務人員 □門市人員 □市調人員 □客服人員 □零售與通路管理人員 □採購人員 

物流管理人員 □倉儲管理人員 □貨運承攬人員  □報關人員 □國貿人員 □會展人員 

□行政/總務人員 □人力資源/人事人員 □品質管理人員 □銀行服務人員 □證券業務員 

□不動產業務人員 □保險業務人員  □理財投資人員 □餐飲管理人員 □旅遊管理人員 

□飯店旅館人員 □休閒遊憩管理人員 □其他：                                                                

實習 

課程 

內容 

規劃 

階段 期間 實習課程內涵(主題) 實習具體項目 

一 
2017/7/1~ 

2017/8/31 
物流作業流程訓練(範例) 

1.認識作業環境和人員(範例) 

2.作業安全需知(範例) 

3.作業流程訓練(範例) 

二 
2017/9/1~ 

2018/1/31 
理貨(範例) 

1.點貨(範例) 

2.驗貨(範例) 

3.掃條碼(範例) 

4.上架(範例) 

三 
2018/2/1~ 

2018/6/30 
物流加工與配送(範例) 

1.物流加工(範例) 

2.配送作業(範例) 

實習資

源投入

及輔導 

 
企業提供

實習指導

與資源說

明 

(說明企業提供實習學生的整體培訓規劃及相關資源與設備投入情形) 
●企業提供實習學生的整體培訓規劃 
◎實務基礎訓練：企業文化 □企業知識 □工業安全 □其他：                
◎實務主題訓練：□產品/服務知識探討 學習內容溝通 □技術問題釐清 
  □實務技術問題排除 實務技術支援 □實務案例分享 □實務問題分析 
  □品質管理 □流程改善 □庶務管理  □技術指導 □其他：                                                                 
●實習機構提供資源與設備投入情形 
  專人指導 □教育培訓 □培訓教材 □資訊設備 □儀器機台 □實作場域  

□實驗設備 □耗材配件 □獎勵制度 □其他                                                            

業界老師

進行實習

輔導形式

及規劃 

(說明業界輔導老師提供實習學生的指導與輔助方式) 
●業界輔導老師提供的指導內容： 
□流程解說 設備操作 □標準程序 □檢驗標準 □檢測操作 □文件撰寫 
實務演練 □錯誤處理 □安全規範 □軟體操作 □資訊管理 □採購備料  
存貨管理 □客戶管理 □報表製作 □報表分析 □財務報表 □經營管理 
□時間管理 □溝通技巧 □人事管理 □品質管理 □流程管理 □問題分析 
□管理工具 □創新提案 □其他                                                              

●業界輔導老師提供的輔導模式： 
  口述解說 操作示範 □案例研討 □其他                                                              

教師進行

輔導及訪

視之具體

規劃 

(說明學校輔導老師進行輔導工作或實地訪視作業方式) 

●學校輔導老師提供輔導內容： 
產業趨勢 專業知識指導 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 職涯發展 學習輔導 
不適應輔導 □其他                                                              

●學校輔導教師實地訪視作業： 
實習前輔導 第一個月實地訪視 每階段(三個月)之實地訪視 



 

實習異常輔導訪視 每月聯繫表 電話聯繫 網路社群軟體 □視訊聯繫  
□電子郵件聯繫 □其他                                                                  

二、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 

實習成

效考核

指標(項

目) 

(說明學生實習成果的展現方式與其評核項目與權重) 

●學生實習成果其評核項目 

每階段實習報告： 

◎輔導老師評核： 

學習表現評核(30％)：實習輔導老師約談(10％)、出席實習座談(10％) 、繳交校外實習

工作週紀錄表(10％) 

實習報告評核(70％)：內容含口頭報告(49％)、文筆(14％)、切題及格式(7％) 

◎業界輔導老師評核： 

工作表現(100%)：人際相處狀況、團隊精神(15%) 學習積極程度(15%) 反應性(15%) 出

缺勤程度(15%) 工作態度(20%) 實習期間之工作貢獻及達成度(20%)  

實習成

效與教

學評量

方式 

(說明學生實習成果的評核期程以及評核人員與評核方式等) 

●學生實習成果評核期程 

第一階段(7至 8月)     第二階段(9至 1月)    第三階段(2至 6月) 

●評核人員 

學校輔導老師(評核 50%)   業界輔導老師(評核 50%) 

實習回

饋方式

及規劃 

(說明實習課程結束後相關成效的回饋及檢討方式) 

實習問卷調查 轉換、中止檢討 實習成果競賽 學生心得分享 輔導經驗交流 

實習成效檢討會議 實習課程檢討會議 實習機構合作檢討 專業課程諮詢調整 

產業實務專題 □教師實務深耕 □教師實務研習 □業界產學合作 □實習職缺篩選檢討 

校務研究分析 校務研究追蹤 

 

經       學年第      次系實習委員會審查     □通過      □不通過 

*所有欄位不得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