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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的目的

✓本校推廣校外實習，主要目地為理論與實務結合、增進就業機會。

✓學生親自參與實習以了解職場環境，習的實務經驗，使得理論與
實務得以相互驗證相互配合，達到「做中學，學中做」的最佳效
果

✓學生參與校外實習時，廠商亦能於學生實習期間看出其工作態度，
職業道德與專業知識，若表現良好則將增加企業於學生畢業後繼
續留用單位服務之機會。

✓實習也是一門課程，學生可以取得學分，系上安排分配指導教授，
目地讓同學去業界了解實際運作，與一般打工及工讀不同

更多實習Q&A在此

https://student.ntust.edu.tw/var/file/53/1053/img/2607/Q&A.pdf


工管系校外實習與專業成長實習比較

一般校外實習(至多9學分) 專業成長實習(至多4學分)

實習性質 先開課，後實習（選課式） 先實習，後抵免（抵免式）

作業時程 學期或暑期前一至兩個月 實習前一周提出

提出申請資料
1.實習指導同意書（需找指導教授）

2.家長同意書
專業成長實習申請表
（需找指導教授）

實習廠商
（需與工管相關）

需過會議審查，由系上接洽簽立合約公告
(大宗及系網實習專區)或學生自行尋覓

學生自行尋覓

簽立合約 需簽立 不需簽立

指導教授訪視 期中指導教授需訪視 不須訪視

評比成績 廠商及指導教授需評定 不須評定

實習後繳交資料
校外實習計畫書、校外實習報告、校外實習成績考評
表(廠商)、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及學生滿意度調查

抵免學分申請書、實習機構部門主管核定之實習期
滿證明文件與出缺勤紀錄、校外實習報告、
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及學生滿意度調查

https://www.im.ntust.edu.tw/p/403-1014-902-1.php?Lang=zh-tw


工管系校外實習的形式
編號 學制 課程名稱 學分 說明

1 大學部

工業管理校外實習 1-9學分 1學分/80小時

工業管理暑期校外實習 3學分 3學分/320小時

*工業管理專業成長實習 最多抵免4學分

1學分/90小時
2學分/180小時
3學分/270小時
4學分/360小時

2 研究所

工業管理研究與實務校外實習 1-9學分 1學分/80小時

工業管理暑期研究與實務校外實習 3學分 3學分/320小時

*工業管理進階專業成長實習 最多抵免4學分

1學分/90小時
2學分/180小時
3學分/270小時
4學分/360小時

*工業管理校外實習與暑期校外實習合計上限為9學分;專業成長實習合計上限為4學分



工管系校外實習廠商



工管系校外實習廠商
108-111實習廠商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欣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哈瑪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佳德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立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部鐵道局

恩智浦半導體 彼利數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威聯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翔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漢智能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臺灣美光晶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armin臺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撼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連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穎杰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鴻海科技集團

https://www.liteon.com/zh-tw
https://www.auo.com/zh-TW
https://web.ardentec.com/?m=12
https://www.dupont.com.tw/
https://www.hamastar.com.tw/
https://www.tsmc.com/chinese
https://www.jd-clean.com/
https://www.richtek.com/About%20Richtek?sc_lang=zh-TW
http://klf-group.com/index_tw.php
https://www.rb.gov.tw/
https://www.nxp.com.cn/
https://www.bili.com.tw/
https://www.ceci.com.tw/index.aspx
https://www.qnap.com/zh-tw/
https://www.shinewave.com/cht/
https://www.nexcom.com.tw/about
https://www.iii.org.tw/
https://tw.micron.com/
https://www.garmin.com.tw/company/about/
https://www.tul.com.tw/
http://www.acon.com/zh-tw/about/index
http://www.ycfi.com.tw/
https://www.pti.com.tw/zh/about/about
https://www.foxconn.com/zh-tw/


實習廠商申請流程（一般校外實習）

廠商提供

實習機構基本資
料表

系上開會審議

系網及大宗公告
徵才訊息

（搭配課程）

學生面試

順利錄取

雙方談妥

合約用印

（僱用投保，非僱用）

用印完成,學生繳交：

指導同意書、

家長同意書

系上協助開課等
行政程序

實習期間：

指導教師不定期訪視
(訪視輔導紀錄表)

實習結束，合作廠商協助評定成績(50%)及填寫滿意度調查

https://www.im.ntust.edu.tw/var/file/14/1014/img/445766282.pdf
https://www.im.ntust.edu.tw/p/403-1014-902-1.php?Lang=zh-tw
https://student.ntust.edu.tw/var/file/53/1053/img/2607/239975065.pdf
https://student.ntust.edu.tw/var/file/53/1053/img/986668148.pdf
https://www.im.ntust.edu.tw/var/file/14/1014/img/1832/100562103.pdf
https://www.im.ntust.edu.tw/var/file/14/1014/img/1832/287844308.pdf
https://student.ntust.edu.tw/var/file/53/1053/img/2607/476713638.pdf
https://student.ntust.edu.tw/var/file/53/1053/img/2607/272090124.pdf


工管系一般校外實習:實習前

推薦實習
單位

上下學期開學
前1-2個月

(學期校外實習)

暑假前1-2個月
(暑期校外實習)

由學生或系辦
尋覓廠商

填寫調查問卷

審核實習
廠商

初次合作廠商
請提供實習機
構資本資料表

召開校外實習
委員會審核

公告

(學生自行尋覓廠
商可省略)

系網或大宗發
布實習職缺

學生面試錄取

辦理實習
媒合作業

與廠商協調合
約及合約用印

合約用印後

通知繳交同意書

簽送實習
名單

開學前

選課期間
系上選課

進行學生保險工作

(依據問卷資料)
學生實習報到

https://forms.gle/vtY4AXhpyV4ogL7v8
https://www.im.ntust.edu.tw/var/file/14/1014/img/445766282.pdf


順利實習

•指導教授填寫訪視紀
錄表

實習期中訪視
•通知系辦承辦人及指
導教授進行協調

•必要時更換實習機構

(寒暑不得更換)乙次
為限

實習特殊狀況

工管系一般校外實習:實習中

• 遵守實習機構與本校之相關規定:勞基法
• 請假應依實習機構相關規定辦理。

https://student.ntust.edu.tw/var/file/53/1053/img/2607/476713638.pdf
https://student.ntust.edu.tw/var/file/53/1053/img/2607/780197297.pdf


工管系一般校外實習:實習後

• 實習結束前：
信件通知學生繳交資料及廠商、指導教師評定成績

繳
交
資
料

廠商：

評定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廠商部份50%）及填寫實
習機構滿意度調查

學生：

校外實習學習計畫表、實習報告(電子及紙本)、學生
滿意度調查

指導老師：

評定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及上成績系統（僅選擇指導
學生即可）評定成績印出繳交至系辦

https://student.ntust.edu.tw/var/file/53/1053/img/2607/873478406.pdf
https://student.ntust.edu.tw/var/file/53/1053/img/2607/453157424.pdf
https://student.ntust.edu.tw/var/file/53/1053/img/2607/461011898.pdf


學生自行
尋覓廠商

繳交

專業成長實習
申請表

•指導教授需簽署並審
核是否與工管有關

填寫調查
問卷

學生實習
報到

工管系專業成長實習:實習前

https://student.ntust.edu.tw/var/file/53/1053/img/2607/769723866.pdf
https://forms.gle/vtY4AXhpyV4ogL7v8


工管系專業成長實習:實習後

• 實習結束後：
約為新學期初通知學生繳交資料，需在期限內繳交

繳交資料

學生：

➢抵免申請書、實習機構部
門主管核定之實習期滿證明
文件與出缺勤紀錄(需廠商
蓋章)、實習報告(電子及紙
本)、學生滿意度調查

會議審查

➢系課程會議審核

➢簽送抵免名單

➢經學校學生校外實習委
員會審核

➢教務處抵免學分

完成實習
抵免

https://www.academic.ntust.edu.tw/var/file/48/1048/img/2559/643478401.pdf
https://student.ntust.edu.tw/var/file/53/1053/img/2607/461011898.pdf


工管系校外實習與專業成長實習繳交資料:

一般校外實習 專業成長實習

實習前 實習中 實習後 實習前 實習後

學生

1. 家長同意書
2. 指導同意書

(指導教授簽名)
3. 校外實習學生資料

表問卷

1. 校外實習學習計畫表
2. 實習報告
(電子及紙本)

3. 學生滿意度調查

1. 專業成長實習申請
表(指導教授簽名)

2. 校外實習學生資料
表問卷

1. 抵免申請書
2. 實習期滿證明文件

與出缺勤紀錄
(需廠商蓋章)

3. 實習報告(電子及
紙本)

4. 學生滿意度調查

廠商

1. 實習機構基本資料
表(首次合作廠商)

2. 校外實習合約書_僱
傭/非僱傭關係版
(用印)

1. 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
（廠商部份）

2. 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

指導教授
實習機構評估表
(首次合作廠商)

校外實習學生訪視
輔導記錄表

1. 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
（老師部份）
2. 成績登記表 不定期訪視



專業成長實習抵免學分申請業經
604次行政會議通過，
抵免文件刪除實習護照乙項，
要求實習期滿證明文件
(參考格式如左)，
俾利學生作為將來尋找工作之
有利文件。

請使用系網證明文件
(校外實習專區/校外實習相關表格/臺灣
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校外實習證明)

工管系校外實習實習證明文件

範
本



以上資訊或申請流程如有任何問題

歡迎詢問工管系陳怡君小姐:

02-2737-6343
claire870111@mail.ntus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