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聯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 

98.10.07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99.10.06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4.12.09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11.18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為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專業技能與實作經驗之人才，及增進學校與企業的互動關

係，使人才培育更能符合產業界需求，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訂定國立聯合

大學財務金融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系日間部學生。 

三、  實習單位須為與本校簽定產學合作、建教合作或實習合作合約書之機構。 

四、  校外實習課程為主系選修，每一學分實習時數不低於 54 小時，實際實習時數依

校外實習合約規定。暑假期間實施者，所有成績及學分計算與承認併入暑假結束

後之學期，寒假期間實施者，所有成績及學分計算與承認併入寒假結束後之學期。 

五、  實習合約書之內容包括：實習工作時間、實習合約期限、實習工作項目、實習薪

資待遇(或獎助學金)、實習膳宿及保險、實習學生輔導內容及考核、實習學生意

見反饋機制及申訴處理方式等項目。 

六、  本實習課程學生之登記、錄取與分發，依本系及實習合作機構之規定辦理。 

七、  學生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後，方得選修校外實習課程。實習結束後 2 週內繳

交實習報告並填寫實習意見調查表。 

八、  學生實習期間，任課老師應前往實習單位訪視，並填寫訪視輔導紀錄表。 

九、  校外實習成績計算由任課教師和實習單位主管共同評定，各佔 50%。任課老師依

學生訪視輔導、每週工作報告及實習報告考核成績，實習單位主管依本系學生校

外實習評分表考核成績。 

十、  學生對實習單位之意見及申訴可向任課教師或學生校外實習平台反映，後續由本

系或校方處理。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二：相關表格 

國立聯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子弟           同學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安排前往與學校簽訂合作合約之 

                股份有限公司        廠，進行校外實習課

程，實習期間本人子弟願意遵守實習課程之相關規定，如有違規

情事願接受校規及相關法規之處理，本人絕無異議。 

 

此致 

國立聯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家長姓名：                      簽名： 

家長身份證字號： 

家長住址： 

家長聯絡電話(室內)：            家長行動電話： 

學生身份證字號：                學生出生年月日： 

學生連絡電話： 

學生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聯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學生校外實習訪視輔導紀錄表  （實習輔導老師填寫） 
 

班    級  學生姓名  

實習單位      

部 門 別  單位主管  

輔導日期 2017/08/03 (Wednesday) 12:00 ~ 14:00 

訪視方式 □ 電話訪視 TEL：                   親自訪視﹙附訪視相片記錄﹚ 

學生實習 

概  況 

【依據與學生訪談狀況評估】                  1 2 3 4 5 

工作態度與積極度……………………………………□□□□□ 

工作量合理性…………………………………………□□□□□ 

工作時間合理性………………………………………□□□□□ 

工作內容熟悉程度……………………………………□□□□□ 

工作出勤情形…………………………………………□□□□□ 

工作執行表現能力……………………………………□□□□□ 

工作與同事相處情形…………………………………□□□□□ 

工作與主管相處情形…………………………………□□□□□ 

學習態度與精神………………………………………□□□□□ 

對實習單位滿意度……………………………………□□□□□ 

實習廠商 

對 

實習學生 

之 

安排/規劃/評估 

【依據與實習單位主管訪談狀況評估】          1 2 3 4 5 

工作內容與簽約內容符合……………………………□□□□□ 

工作分配合理性………………………………………□□□□□ 

工作量之合理性………………………………………□□□□□ 

工作中與主管相處情形………………………………□□□□□ 

工作中與同事相處情形………………………………□□□□□ 

在職訓練情形…………………………………………□□□□□ 

工作態度與積極度……………………………………□□□□□ 

評  語   

備註：□ 勾選 1為最差或最不滿意，  □ 勾選 5為最佳或最滿意。 

訪視輔導老師                      系主任                      



實習訪視相片記錄          實習單位：XX 證券 

訪視時間： 2017/XX/XX  12:00 ~ 14:00                 訪視學生：XXXXXX 

相片說明：(左至右) 陳 XX 稽核、楊主任、李 XX 同學、劉 XX 董事長、徐 XX 協理 

 

 

 

 

 

 

 

 

 

 

 

 

 

 

 

相片說明：(下左至右) 黏 XX 同學、李 XX 同學、黃 XX 同學、涂 XX 同學 

 

 

 

 

 
 

 

 

 

 

 

 

 

 

 

 

 

 

 

 



國立聯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標楷；字型 30;置中） 

100學年度第 2學期校外實習報告 
（標楷；字型 26;置中） 

 

 

實習單位：（標楷；字型 20;置中） 

 

班級：（標楷；字型 20;置中）  

學生：（標楷；字型 20） 

學號：（標楷；字型 20） 

 

考核教授：○○○老師（字型 20） 

 

 

 

中華民國○○年○月（標楷；字型 20;置中）  



校外實習報告目錄 

一、前言 

二、主題事件（請描述實習過程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事件

或課程） 

三、實習心得感想（請描述實習的收穫、遭遇到的困難與

問題等） 

四、結語與建議 

 
※版面配置： 

1.邊界 
 
 
 

 

 

 

 

 

2.格式 

●直式橫書             ●行高：18 pt（固定行高） 

●分欄：一欄式       ●字距（標準；不可過大） 

●A4 紙張              ●字體大小：標題：18pt；內容：14pt 

●雙面印刷             ●頁碼：阿拉伯數字用小寫(置中) 

●字型：標楷體         ●總頁數：5~10 頁 

 

 

 

 

 

 

 

 

本  文 

 

2.5 

2.5 

3.0 3.0 



國立聯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學生校外實習評分表       

（實習單位主管填寫） 

班級   實習學生姓名  

 實習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共     小時 

 實習單位名稱   實習部門  

評分項目﹙每項 0-10 分﹚ 得分 備註 

1.學習態度與精神   

2.工作成效   

3.出勤情形   

4.溝通與團隊合作協調能力   

5.表達能力   

6.思考分辨與解決問題能力   

7.應用電腦科技能力   

8.規劃與執行能力   

9.資料處理與分析能力   

10.財金專業知識表現   

總分   

 實習單位主管 

綜合評語  

  

實習單位主管簽章：                   日期：             



國立聯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學生校外實習意見調查表 

（學生填寫） 

一、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班級：                 學號：                   

實習單位：                 部門：              實習期間：             

擔任職務名稱：                            

二、問卷內容： 

1.您對實習工作滿意嗎? □非常滿意□滿意□無意見□不滿意□非常不滿意 

2.實習單位是否有提供完善的職前訓練？ □是□否 

3.實習單位是否有提供完善的在職訓練？ □是□否 

4.您和同事或上司相處是否融洽？ □非常融洽□融洽□無意見□不融洽□非常不融洽 

5.實習場所與您當初想像的工作內容之差距為何？□非常大□大□普通□小□非常小 

6.您對實習的工作環境是否滿意？ □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常不滿意 

7.實習期間工作量是否合理？ □是□否； 

8.實習期間平均每天工作時數？□8～9小時□10～11小時□11～12小時□12小時以上 

9.您在實習期間與客人之間的互動關係？□非常良好□良好□普通□不良□非常不良 

10.實習期間是否有學到有用的專業技術？ □是□否； 

11.您是否會推薦學弟妹到此單位實習？ □是□否； 

12.在實習期間，系上應如何配合對您會較有助益？ 

 

13.在實習期間遇到的問題與挫折為何？您如何處理？ 

 

14.你覺得系上在實習制度方面最需改善的地方為何？ 

 

15.您覺得在實習期間最大的收獲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