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學年度
申請實習時程表
時間

項目

內容

2017 年 2 月 22 日
(重要)

實習說明會
(請尚未實習的大二同學以
上同學務必參與此次說明
會。)

1. 針對暑假期間的實習作說明和講解。

2017 年 3 月 13 日

實習名單公布

1. 寒轉生請在之前繳交學群申請表
2. 公佈實務實習產業類別之判定
3. 公佈系上實習單位及名額。
2. 開放申請實習登記。
包含: (1)系上公布實習名額之登記
(2)自行尋找之實習單位

2017 年 3 月 31 日

申請系上實習名額截止日

1. 申請系上實習名額截止
2. 自行尋找實習之同學仍開放申請

2017 年 4 月 12 日

公布系上實習名額剩餘名單 1. 公布實習面試名單
2. 公布系上實習名額剩餘名單
3. 自行尋找實習之同學仍開放申請

2017 年 5 月 26 日
(重要)

所有實習申請登記截止日

5 月 26 日後將不再受理暑期實習申請

開學~9/30 日前

1.已經實習完畢者
將實習時數表繳交至系辦，逾期者不收，並視同該次實習未完成。原則上系
辦收到同學實習完成的時數表後，才會寄發考核表單至各實習單位。
2.實習尚未完成者
請於 9 月 30 日前至系辦登記，並延長實習時間。逾期而未登記者該次實習
視同實習未完成而不予承認。

繳交實習報告

當學期申請實習者不管是否完成時數，皆於 12 月 6 日前將實習報告繳交至
系辦公室，逾期未交之同學視同該次實習不予承認。

備註：
１. 自行尋找實習單位之同學，最遲應於 2017 年 5 月 26 日前備齊所有資料繳交至系辦。
２. 有特殊狀況者，請盡快告知系辦協助處理。
３. 有未盡事宜，系辦將持續公告。請有實習之同學密切注意系上公告。

申請實習注意事項
1.實習程序：
A.申請及繳交資料

B.前往實習
(須達累計時
數 400 小時)

C.
繳交實習時數表
繳交實習考核表(請單位密封)
繳交實習心得報告(完成後一個月繳交)

2.實習學分：為大四上、下學期必修學分，95-101 學年度入學者為「觀光實務實習(一)」1 學
分及「觀光實務實習(二)」2 學分； 102-105 學年度入學者為「觀光實務實習(一)」
1 學分及「觀光實務實習(二)」1 學分。於大四時請務必選取此學分。
3.實習辦法：重點提醒（其餘詳盡事項請參考『觀光實務實習辦法』）
(1).實習分為：
A.平日實習及暑期實習
B. 95-101 學年度入學者實習時數需累計達 480 小時以上，94 學年之前、102-104 學年
度以後入學者需達 400 小時以上；平時實習者，以不影響上課學習為原則。寒暑
假亦同。暑假結束而未完成者，得繼續實習至累積時數完成止。
(2).實習對象：大二下學期修習完畢者。
(3).實習考核成績不及格者或中途放棄實習者須重新實習，否則不得畢業。
(4).開始實習後，如發現工作性質不符或環境不良等情況，應儘速於一週內與系上聯繫協
調之。如仍未能改善，得報經系上准許後，提出辭呈，否則應完成實習工作，不得中
途離職，違者處以提高實習時數至 600 小時。
(5).違反『觀光實務實習辦法』者，除實習時數不予計算外，並依校規予以懲處。
(6). 98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開始，其實習單位須配合其專業學群所選定之類別，實務實習產
業類別之判定由系所務會議決議。違反本規定者，實習單位及實習時數不予承認。
(7).有特殊狀況者，請盡快告知系辦協助處理。
4.實習單位種類：
(1).本系安排接洽之單位
A.申請程序：
公布實習面試
填寫暑期
實習志願
表

依照成績與志
願作分發

繳交資料
(1) 家長同意書
(2) 實習生契約
書

名單
單位面試

錄
取

依照成績與志願
作分發

B.通過系上申請實習並經實習單位錄用者，不用繳交錄取單位的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及公司執照影本，但仍請儘快繳交:(1)家長同意書及(2)實習契約書一份，並應報到
後回傳實習報到單電子通知，否則不予承認。

(2).自行尋洽之單位：
以旅行社、旅館、餐廳、航空公司、遊樂區、觀光行政機關等單位為主。須事先向系
上報備核可後使得前往實習，應報到後上網填寫實習報到單電子通知，否則不予承認。
5.申請及實習完成應繳交資料一欄表

申請實習單位
前

實習報到前
實習報到時
實習結束後




本系安排單位
實習申請志願表
履歷表(mail 給助教)

自行尋洽單位




實習保險費 300 元 (12 個月保險 2017/06/19 至 2018/06/18 止)
實習生契約書





家長同意書
申請國外實習請附上工作證或相關合法文件或當地居民證。
網路登記實習 系網連結登記 實務實習登記表





自行尋找單位之實習計劃書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公司執照影本
實習合約書 - 自行尋找單位用

請同一單位於實習報到前以單位為群組至系辦領取實習考核表並轉交給
實習單位承辦人員或主管
實習報到確認通知 – 系網連結登記 實習報到單電子通知
1.實習考核時數表(請單位密封並請代為攜回給助教/寄到系辦/傳真系辦)
2.實習心得報告 (12/6 繳交)
3.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自我檢核調查表

6.申請時間：
(1).平日實習：開學後。
(2).暑期實習：每學年度下學期，詳細日期以系上公告為主。
7.考核表&時數登記表：
(1).學生報到時請轉交至實習單位，屆時實習單位會再以傳真或是郵寄方式回覆系上。
(2).考核表成績將為此學分上學期之成績。請同學務必於實習完成後一個月內與自行與實
習單位核對考核表是否收到或寄發。
(3).實習完成後，應繳交至系辦公室。將以此認定為實習完成。
8.實習心得報告書：
(1).完成實習後一個月繳交。繳交期限請參考該年度公布日期。
(2).實習心得報告書將交由各班導師批改，心得成績為該學分下學期成績。
(3).工作日誌：每周撰寫一篇，請以月為單位 mail 至 tourismpccu@gmail.com。
寄信或工作日誌檔名皆統一格式：word 檔 (範例：xx 實習單位-學號-班級-王大明-幾
月第幾周)

(4).實習心得報告書格式：

請自行列印 實務實習心得評量表 一併繳交

A.格式： a.A4 紙
b.直式橫寫
c.12pt 字型，每行 30 字
d.中文字：標楷體;英文字、數字：Time New Roman
B.裝釘：左側釘 4 個釘書針。(不用封套) 不用騎馬釘請簡易訂
C.內容：字數：至少 5,000 字以上，抄襲學長姐或同學之心得一律 0 分計算並須重新實習。
包含: a.單位簡介：1,000 字
1.公司之背景介紹
2.主要市場或業務
3.各部門組織介紹
b.實習工作內容：2,000 字
1.實習單位之簡介（含組織圖）
2.工作內容及作業流程（含前置作業）
3.公司相關規定
c.建議及心得：2,000 字
1.優缺點（各舉二點以上）
2.由實習中獲得之經驗及感想
3.對學校或實習單位之建議
D.封面： a.以書面紙為封面
b. A 班-請用藍色書面紙;B 班-請用粉紅色書面紙
E.封面樣式參考:
請上系網套用統一格式
(5) 紙本心得報告繳交順序如下
封面 (請上系網抓取封面)
2.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實務實習心得評量表
3.實習心得報告
電子檔寄送規定
1.工作日誌：每周一篇，請以月為單位 mail 至 tourismpccu@gmail.com。寄信或工作日誌
檔名皆統一格式：word 檔
範例：信件主旨
xx 實習單位-學號-班級-王大明-幾月
word 檔檔名 xx 實習單位-學號-班級-王大明-幾月第幾周
2.實習心得：統一 mail 至 tourismpccu@gmail.com ；截止時間以郵件日期為準，12/06 前。
請使用統一檔名：word 檔 (範例：xx 實習單位-學號-班級-王大明-實習心得)

10.有未盡事宜，系辦將持續公告。請有實習之同學密切注意系上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