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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媒合作業流程 

講座甄選 

(校內媒合) 

103.9~103.12 

集體面詴 

(校外媒合) 

104.3~104.5 

自行申請 

(申請審查) 

104.5~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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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媒合作業流程 

• 錄取未放棄，則屆時必須報到實習。 

• 錄取放棄最多兩次，第一次由輔導老師
同意，第二次則須經過系主任同意。  

講座甄選 

• 錄取未放棄，則屆時必須報到實習。 

• 錄取放棄最多兩次，第一次由輔導老師
同意，第二次則須經過系主任會同意。  

集體面詴 

• 實習無法適應，最多轉換單位一次(上學
期須在8/1提出，下學期須在3/1前提出)。 

• 若再無法適應僅能返校無薪愛系服務。 
轉換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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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實習講座-新加坡(10.7)/澳門 

海外實習講座-新加坡 海外實習講座-澳門 



海外實習-新加坡 

 Royal Plaza On Scotts (五星級飯店)  

 職缺: Front desk / Waitress /HP 

 薪資: 1000~1400 新幣 (新幣:台幣=1:23) 

 http://www.royalplaza.com.sg 

 

 

 MBS Hotel-Hide Yamamoto c/o Next Capital Pte. Ltd.       (日式餐
廳) http://www.marinabaysands.com/index.html 

 職缺:Waitress 

 薪資: 1200 新幣 (新幣:台幣=1:23) 

 http://www.hideyamamoto.com/concept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

ch?feature=player_embedded

&v=XQcYThjCnfw#t=41 

http://www.royalplaza.com.sg/
http://www.marinabaysands.com/index.html
http://www.hideyamamoto.com/concept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XQcYThjCnf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XQcYThjCnf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XQcYThjCnfw


海外實習-新加坡 

 Stage Hyaline  

 http://ilovestage.com.sg/ 

 職缺: Sales 

 薪資: 1200 新幣 (新幣:台幣=1:23) 

 Jurong Country Club 

 http://www.jcc.org.sg/ 

 職缺: Waitress 

 薪資: 1000-1200 新幣 (新幣:台幣=1:23) 

 Kepple Club 

 http://www.keppelclub.com.sg/ 

 職缺: Waitress 

 薪資: 1200 新幣 (新幣:台幣=1:23) 

http://ilovestage.com.sg/
http://www.jcc.org.sg/
http://www.keppelclub.com.sg/


國內企業-遠雄海洋公園(9.30) 

1.薪資水準(103-2) 

   20,000+全勤獎金 

   +績效獎金 

2.月休5~7天/供繕 

3.錄取人數(103-1): 

   錄取13人 



國內企業-鼎泰豐小吃店(10.14) 

1.薪資水準(103-2) 

   底薪: 

    24,300~25,500元 

   績效調整後: 

    28,500~30,000元 

2.月休7天/供繕 

3.錄取人數(103-1): 

   錄取4人/放棄1人 



國內企業-日暉國際渡假村(10.21) 

1.薪資水準(103-2) 

   19273+提案獎金 

2.月休7天/供宿200元 

3.錄取人數(103-1): 

   錄取15人/放棄2人 



國內企業-昇恆昌免稅店(10.28) 

1.薪資水準(103-2) 

   19500+全勤獎金 

   +績效獎金 

2.月休6~9天/供繕 

3.錄取人數(103-1): 

   錄取14人 



國內企業-薰衣草森林(預計11.4) 

1.薪資水準(103-2) 

   底薪: 115元/時 

    115*8*24=22080 

2.月休6天/供繕 

3.錄取人數(103-1): 

   錄取9人 



102-2學期實習/就業媒合單位 

 1.遠雄海洋公園/遠雄悅來大飯店  
時間: 9/30(二) 講座:下午1:00 ~2:00 面詴:下午2:00~ 
地點: 內門校區C106 {實習生/畢業生} 
 

 2.新加坡海外實習  
時間: 10/7(二) 講座下午1:00 ~2:00 面詴:下午 2:00~ 
地點: 內門校區C106 {實習生/畢業生} 

 

 3.鼎泰豐小吃店  
時間: 10/14(二) 講座:下午1:00 ~2:00 面詴:下午 2:00~ 
地點:內門校區C106 {實習生/畢業生} 

 

 4.日暉國際渡假村                                                                         
時間: 10/21(二) 講座:下午1:00 ~2:00 面詴:下午 2:00~ 
地點:內門校區C106 {實習生/畢業生} 



 5.昇恆昌免稅店 
時間: 10/28(二) 講座:下午1:00 ~2:00 面詴:下午2:00~ 
地點:內門校區C106 {實習生/畢業生} 

 

 6.薰衣草森林                                                                       
時間: 11/4(二) 講座:下午1:00 ~2:00 面詴:下午2:00~ 
地點:內門校區C106 {實習生/畢業生} 

 

 7.水灣餐廳                                                                              
時間: 11/11(二) 講座:下午1:00 ~2:00 面詴:下午2:00~ 
地點:內門校區C106 {實習生/畢業生} 

 

 8.力麗哲園 
時間: 11/18(二) 講座:下午1:00 ~2:00 面詴:下午2:00~ 
地點:內門校區C106 {實習生/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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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城市商旅                                                                                

時間: 11/25(二) 講座:下午1:00 ~2:00 面詴:下午2:00~ 

地點: 內門校區C106 {實習生/畢業生} 

 

 10.椰子林(棲蘭) 

時間: 預定12/9(二)講座:下午1:00 ~2:00 面詴:下午2:00~ 

地點: 內門校區C106 {實習生/畢業生} 

 

 11.統一墾丁渡假村                                                                   

時間: 預定12/16(二) 講座:下午1:00 ~2:00 面詴:下午2:00~ 

地點: 內門校區C106 {實習生/畢業生} 

 

 12.六福村                                                                                 

時間: 預定12/23(二) 講座:下午1:00 ~2:00 面詴:下午2:00~ 

地點: 內門校區C106 {實習生/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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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相關作業須知 

校外實習前置作業 

1.調查系上校外實習學生人數及需求。 

2.發函實習單位, 彙整及公布業界提供的實習名額 

3.系(科)辦理實習面詴作業, 依照實習志願分配學生
至實習單位面詴。 

4.提供學生面詴相關資訊。 

5.面詴及錄取名單公布。 

6.學校與實習單位簽訂「建教合作合約書」 。 

7.辦理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會, 及確認投保學生意外
保險, 並填寫「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具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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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相關作業須知 

校外實習期間作業 

1.學生至實習單位報到時, 請填寫「校外實習報到確認
單」, 並寄回系上 。 

2.實習輔導老師以親自至實習單位訪視及電話訪談兩
種方式, 強化考核實習生的學習狀況, 每月填寫「校
外實習訪視輔導記錄表」繳回系上。 

3.實習生於實習結束後將「校外實習心得報告」繳回
系上。 

4.學生於實習時因故需要調整實習單位時, 請填寫「校
外實習學生調整實習單位申請書」送系上審核。 17 



校外實習相關作業須知 

校外實習結束後續作業 

實習單位填寫「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評分表」、實 

習輔導老師填寫「校外實習成績總表」,於成績登錄 

期限前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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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相關作業須知 

校外實習學生獎懲 

 自行尋找實習單位之同學，期間系上老師將
不定時進行訪視。若老師視察發現同學具欺
瞞事實，將以大過兩支處置，該學期實習成
績以零分計算。 

 於實習期間(開學前)因故放棄實習者，請主動
告知系辦並填寫實習退選同意書向系辦申請
取消實習，除了已實習之時數不列入計算，
還需重新實習。(若無故放棄實習或隱瞞實習
放棄事實，一經發現，記小過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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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相關須知說明 

校外實習前的心理準備 

1.選定實習單位後，先瞭解該單位的性質、企業文化、
工作地點所在，及交通狀況。 

2.實習地區住宿，如實習單位無提供住宿安排，應先
詢問親戚朋友住處或自已租房子，建議交通勿過於
遙遠且考慮安全，住宿安排要在報到前安排妥當，
以免無法安心工作。 

3.分發後實習前，請同學確實留意業者的相關通知，
以免造成未前往實習就讓業者先有不良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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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相關須知說明 

校外實習前的心理準備 

4.部份業界提供宿舍給外地員工，費用不一，約
一千至四千，以先到先選為原則，因宿舍管理、
維護及人數很難掌握，請實習同學在報到前，
自行洽詢實習單位做詳細瞭解後再作決定。 

 

5.大部份的實習單位，於報到第一天，除進行新
進人員訓練外，通常第一天就開始正式上班，
因此相關之工作鞋、絲襪或上班時須打扮之儀
容(如前場服務之女同學頭髮須梳理整理)等，
請事先準備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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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相關須知說明 

6.同學報到時應攜帶物品如下：筆、筆記本、相片
八張、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二份、私章、戶口名簿
影本、健保轉出單、健康檢查表等。每一企業或
許要求不一，但要事先詢問清楚並準備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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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相關須知說明 

校外實習時應注意的事項 

1.公司的各項人事及業務規定，同學一定要確實遵
守。心理上隨時提醒自已，我是代表學校、代表
家庭及代表自已，確實自制及自律。 

 

2.以旺盛的工作企圖心及謙虛認真的態度，不恥下
問，工作時敬業專注，準時上班、不遲到或早退，
此精神常記在心。 

 

3.學校與業者簽訂實習契約，特別重視實習期間實
習生的工作態度、行為操守及各項請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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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相關須知說明 

校外實習時應注意的事項 
4.注意個人的品德行為，在實習期間，不得有偷竊
及不良行為發生。經查證屬實，將受勒令退學之
處分，並移送司法偵辦，請各位同學切實遵守。 

 

5.實習心得報告，應依規定時間內交至系辦公室，
由各實習指導教師批閱，否則不予計分。 

 

6.實習期間若代表學校公差外出或個人有事者，應
按規定先行請假，經核准後始可離開工作崗位，
不假外出或逾期未歸，均會影響個人及團體榮譽。
如係事假及病假(病假經實習訪視輔導老師訪查屬
實，可免補實)，請依規定補足實習時數。 24 



職場相關須知說明 

7.實習期間，如果有問題或遇到困難疑惑，除可向
實習單位之人事訓練部門反應外，也可以向輔導
老師反應。 

8. 實習期間請遵守公司規定，嚴禁工作期間從事
私人事務，並嚴禁對主管出言不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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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相關須知說明 

校外實習後之後續連繫及就業、創業準備  

1.請遵守實習契約規定，一定要工作到實習期滿才能
離開。若業者同意或要求續做，可依個人意願作決
定，唯以不耽誤開學註冊上課為原則。 

 

2.離開實習單位，請將一切屬於公司的物品歸還繳清，
辦妥手續後才可離開，非屬於個人的物品不可任意
帶回。 

 

3.應與實習單位及主管、同事保持良好人際關係，可
以經由電話、書信或卡片往返問候，以便儲備未來
就業機會及工作資源。 26 



職場相關須知說明 

校外實習後之後續連繫及就業、創業準備  

4.校外實習後，回校應再加強課業，努力向學以
為將來就業儲備更好的專業資源。 

 

5.在業界實習及校內課業的雙重吸收下，對自已
未來生涯規劃及就業市場的投入，可以作全方
位的考量，對就業、創業或合資較有方向，為
自已奠定未來工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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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相關表單 

 
校外實習前置作業(應聘與報到程序) 

 
 1. 公司求才資料表(A-1) 
 2. 履歷表(A-2) 
 3. 校外實習合約書 (A-3) 
 4. 校外實習報到確認單(A-4) 
 5. 校外實務實習同意書(A-5) 

 
校外實習期間作業(實習記錄與訪視) 

 
 1. 校外實習月報表(B-1) 
 2. 學生校外實習帄時意見處理表(B-2) 
 3. 實習訪視記錄表(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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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相關表單 

 校外實習結束作業(實習完成程序) 

 

 1.校外實務實習出勤記錄表(C-1) 

 2.學生校外實習提前結束家長同意具結書(C-2) 

 3.系校外實習成績評分及實習總時數表(C-3) 

 4.實習心得撰寫方式(C-4) 

 5.校外實習成績總表(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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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相關表單 

 校外實習調整作業(實習轉換程序) 

 1.校外實習轉換實習單位輔導表(D-1) 

 2.校外實習學生轉換實習單位申請書(D2) 

 3.校外實習生新實習單位轉入同意書(D-3) 

 4.校外實習生原實習單位轉出同意書(D-4) 

 5.校外實務實習同意書(A-5) 

 6.大型公私立醫院相關證明 

 其它 

 外國留學生、僑生及華裔學生工作許可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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