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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技職教育向來以為造就各行業專業優秀人才為主要宗旨，是提供國家技

術人才的重要命脈。因此配合產業需求，提昇學生實務上專業知識技術成為國家

的主要棟樑，落實產學合作之校外實習即是技職教育有效培育學生的重要環節。

然而隨著全球知識經濟的快速發展驅動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學校所推動的校

外實習勢必需要密切與產業脈動發展連接。有鑑於此，本文透過文獻回顧，探討

校外實習的相關意涵與效益，歸納出校外實習所衍生的諸多正面能量，又進一步

了解我國校外實習的發展現況，並舉出國內辦理校外實習優良之技專校院加以分

析討論，最後針對校外實習的一些負向缺失提出在未來學校落實校外實習的改善

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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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has always aimed to bring up 

industry professional talents; it’s providing a vital lifeline of our national technical 

personnel. Therefore, enhancing students’ practical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implementing campus internship of industry cooperation are the key part for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effectively nurture students to meet the industry demand.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 knowledge economy which drives 

a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our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campus internship of 

industry cooperation promoted by schools should be bound and connected more closely 

with the Industry puls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through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vestigates related implications and benefits of campus internship, wherein it 

summed up lots of positive energy derived from campus internship, learned more about 

current status of our campus internship development, and cited excellent campus 

internship cases practiced by domestic vocational schools for discussion, and finally, 

presented a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to the negative deletion of some negative 

campus inter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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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隨著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科技日新月異，社會與產業結構快速變

遷，知識經濟已取代了傳統產業，各先進國家在產業的生產輸出、投資與就業，

均明顯轉向知識密集型產業，更成為擬定經濟發展政策的方向（詹維玲，2004），

知識經濟顯然已成為全球關注之焦點。在如此整體經濟結構快速發展變動驅使下，

高素質人力資源之需求可說是求賢若渴，但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至 2015年 3月

止，20 到 29 歲的青年失業人口將近 20 萬人，平均失業率超過 10%。勞動力發展

署署長劉佳均指出，目前臺灣 15-24 歲的青年勞動力參與率只有 29.61%，遠低於

整體勞動力參與率的 58.56%（樊語婕，2015），而臺積電發言人曾晉皓曾說，國

內科技人才的供給太少，隨著通訊、面板等其他新興產業的需求不斷增加，高科

技人才培育發展腳步太慢，幾乎跟不上企業徵才的需求（廖德琦，2004）。 

而為了因應新世代的來臨，近期教育部提出「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強調

高等教育資源重新整合規劃，提供大專校院多元發展的經營型態，希冀能提升我

國高教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學校展現辦學特色、運用高階人力協助產業升級及幫

助退場學校正向發展之目標（教育部技職司，2015）。顯示我國高等教育品質與

人才培育成為近來備受關注之議題，在 103 學年度的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教務主

管聯席會議中，就以「創新轉型、高教躍升」為主軸，探討大學校院如何發展自

我辦學特色、創新發展與轉型、推動多元學習方式及自我品保措施，來達到永續

多元培育高階優秀人才（教育部技職司，2015）。為此現今技專校院勢必要有所

轉型與創新，期使所培養學生能更符合產業需求、具備社會適應能力、擁有職場

競爭力、藉以提升產業效能，因此實務上的技能訓練與經驗傳承儼然成為技職教

育改革重要的關鍵。高等教育透過與產業的合作可以培養出具有適當技能的人才，

尤以實作取向給予了技專校院一個具利基之空間，形成與一般大學不同的差異化

場域，對國家社會經濟具有重大貢獻（Taylor, 2001；Gomez, Lush, & Clements, 2004），

學校與產業雇主合作的校外實習職業教育方案，可提供學生在學校接受職業教育，

並到企業接受工作崗位訓練學習（Evans, 1979），是獲得實際工作經驗的重要管

道（Barrows & Bosselman, 1999）。Carlson 與 Halbrooks（2003）明確指出學校之

校外實習非常受歡迎，其中每位參與人均都受益，這也是為什麼大多數的大學會

建議學生在畢業之前，從事某種類型的實習或合作工作的經驗。為此，我國教育

部訂定「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以鼓勵大專校院辦理產學合作，並配合

國家教育及經濟建設發展需要提出第二期的《技職教育再造方案》，其中策略三

針對「落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以增加學校與企業界的合作實習機會，讓技專

校院學生於在學期間，透過「做中學、學中做」的方式打好穩固實習基礎，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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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早瞭解業界之實務工作。 

基於上述提出之校外實習，本文將透過文獻回顧，分別探討：1.校外實習的相

關意涵與效益；2.我國校外實習發展之辦理方法；3.我國校外實習的發展現況，其

中舉出國內辦理校外實習優良之技專校院加以分析討論；4.校外實習政策制度面之

反思。以通盤了解我國技專校院校外實習經營之成果與目前遭遇之瓶頸，提供在

未來學校落實學生校外實習的改善與建議，希冀政府在未來政策計畫擬定、學校

實施推動，擴至業界之經營規劃，能強化精進學生在校外實習的細節辦理，有效

利用其中資源與各自三方層面做互動連結，將校外實習之效益拓展至極大化，激

發我國學術教育與產業營運共創更多優勢新局面。 

貳、 校外實習之意涵與效益 

校外實習之發展可以追朔於 1880 年英國最早實施的建教合作－三明治課程

（sandwich courses）。學生在校學習與校外實習的時間循環交叉進行，半年在學

校接受知識教育、道德教育，半年在工廠從事技術性實習。而真正以校外實習的

制度性方案正式的推展與實施，始於 1906 年美國的辛辛那提大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幫助學生擴展在課堂以外的學習，增進相關產業領域的職場工作經驗，

提升學生在未來職場就業的能力，而經由學校與產業合作學生投入實習工作，亦

支出勞務，產業亦提供薪資之給付作為對價，無形中亦增加學生投入實習行列之

誘因。學生能夠獲得他們所選擇工作領域的實踐經驗，增進對職場工作環境的了

解，把理論和實踐做緊密的結合，更有機會進一步發展專業及社交上的技能（UC, 

2008）。如今辛辛那提大學校外實習施行已超過百年，畢業學子分布在全球各地

發光發熱表現優異，在在顯示他們於校外實習方面培育優質專業人力的領先優

勢。 

美國「國家大學與企業雇主學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Employers（NACE）定義實習為一種體驗式學習。整合知識理論，是課堂教學與

實際應用技能發展於一身的專業設置。實習讓學生有機會獲得寶貴的應用體驗，

使他們可以考慮在專業領域對於未來職業道路的連接，並給予雇主有機會指導和

評價的人才。美國職業教育學者 Evans（1979）認為校外實習為學校與產業雇主合

作下的一種職業教育方案，學生一方面在學校接受職業教育，另一方面到企業接

受工作崗位的訓練。學生可以在美術、教育、健康、通訊、商業和工業、科技和

很多其他領域實習，並依照各種不同時間要求在指定時期用學期或學年中某部分

的時間兼職實習，幫助在實際情況中，透過直接操作的經驗來進行學習（Merritt, 

2008）。因此校外實習屬於教育工作的實地練習，係為教育實習之一（李啟誠、

江建良，1998），蔡欣蓓、林宜玄（2009）指出學校可以利用業界資源推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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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使學生的學習環境由學校擴及至有關之工作領域，增進學習成效，讓學生

能夠跳脫學校學習環境，到實際的工作場域中進行訓練，此種制度也提供了學生

發展生涯探索的機會，透過實習過程了解個人對工作的目標、價值及信念。即是

將所學理論與實際情境做結合，將學校知能加以連接，透過實習制度瞭解業界的

實務做法，對於所學發揮舉一反三之功效，更減少學習者進入職場遭受衝擊（陳

嘉彌，1999；黃韞臻、林淑惠，2010），使在校所學的知識技能與生活實務上的

應用做最有效串連的效果，以有效協助學生進行生涯探索與生涯發展。 

廖寄青（1980）分析美國與我國建教合作，提出相關名詞有：專業實習

（internship）、工作經驗教育（work experience education ）、工讀（work study）

之詞彙，且諸多學者認為「校外實習」亦可稱為「建教合作」（周思穎，2006；

邱惠華，2006；Collins, 2002），何志峰、高玉芬（1996）對建教合作所下的定義

是建教合作屬於產學合作模式之一，其目的在於提高學生實務經驗，配合教師授

課需求；獲得企業界經費贊助；獲得提供學生參觀、實習之機會與場所；增加畢

業後工作能力與機會；發展辦學特色、提升整體教育研究水準，因此瞭解學生參

與校外實習課程之成效，將有效落實產學合一的教育政策（白宗易、黃宗誠、張

珈瑛，2012）。可說明在產學合作模式中之校外實習的推動能否成功，其中核心

三元素-學校、學生與業界間之互動，是否發揮互相提攜，達到三贏的局面為關鍵

之重要因素，且實習制度的推動，多數學者所提及的層面也不外乎為學校、學生、

企業等三面向（Lam & Ching, 2007），以下就此三者間之效益加以分析。 

（一）學校 

學校可以透過業界的實務經驗來改善教學品質（Tzeng, Yeh & Ma, 2005），邀

請業界專業人員至學校授課、演講或擔任技術型指導。可藉由業界獲取經費、設

備、收入等方面的實質資源，促進教授對企業的參與投入，幫助學生的實務經驗

與就業（曾鑫城，1990），更可以激勵學校主動積極發展與創新、改善教學品質

及提升學校的聲譽，以確保學生的技能符合企業專業能力需求（劉松益，2005），

並加強學校對技術發展市場的敏感度及科技發展知識，將基礎研究結果開發移轉

成應用研究，進一步進入原型發展及商品化階段，提升學校研究成果的實用性及

商品化，提升研究成果的實用性（徐作聖，1999），此外在業界可以獲取的其它

資源，辦理社區活動如音樂會、健康服務、畫展等，提升學校與企業形象及師生

素養（孟繼洛，2003）。總體而言，學校可藉由業界，引領教師與學生發展實務

應用、配合市場需求、展現學校特色、突顯學校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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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 

學習者透過業界將學校所學發揮實際應用發展實務增能，幫助自己的研究商

品化，以符合產業實質效益，可增進未來就業能力。從實習過程體驗真實的服務

工作、養成技術，藉此機會可以了解自己的性向，確定自己未來職涯之規劃（周

思穎，2006），此外學生能利用業界提供之獎學金，讓自己在資金上能有餘裕，

甚至能簽訂畢業後與公司之雇用合約，保障就業機會。學生在實習過程中除了訓

練工作績效外，更了解它會影響到該實習部門的績效，任何鬆散的紀律或錯誤的

觀念，將會妨礙到未來實習甚至畢業受雇的機會（Collins, 2002）。孟繼洛（2003）

提出藉由業界提供充分資源，選派學生出國進修，學成返國至該公司服務，也可

支持學生學校社團活動，如組織球隊，贊助比賽經費，藝術演出等，幫助學生習

得個人技能、增加產業知識、學習人際發展、降低焦慮感及提升自我價值（Ineson, 

Lyons & Branston, 2006），讓學生應用業界所提供有形與無形的資源，發展專業長

才，並培養知、情、意的學習，增加職場競爭力，穩固在市場中的步伐，打造個

人新契機。 

（三）業界 

透過學術研究所發展出來的創新管理可降低營運成本（Tzeng, Yeh & Ma, 

2005），應用合作學校所規劃的產業學習型組織，設計學習課程，並利用開辦的

專業能力之就業訓練，使產業可獲得迅速進入工作狀況的實務人力（孟繼洛，2003），

Collins（2001）指出，在學生完成他們的實習工作後，有一半以上的參與合作組織

會聘請他們的實習生進入公司。此種模式已逐漸成為業界重要人力資源的來源之

一（周思穎 2006）。Geisler 與 Rubenstein（1989）認為產業界的合作利益有：1.

獲得技術指導及接觸最新技術發展資訊；2.分散經營風險和節省成本；3.研究設備、

能力與技術的互補；4.間接獲得競爭者的知識；5.激發內部創造能力；6.可招募較

高素質的人力資源；7.尋求建立技術標準；8.在政治上和地方建立良好的形象。總

體而言，業界經由學校的學術資源，可以強化業界專業知能發展，更可順利引進

符合業界需求的精英人才。本研究將其他多位國內外學者對於校外實習之效益整

理如表 1，並根據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媒合平臺，將校外實習產生之效益歸納

為四大方面，如下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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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校外實習三層面之效益 

 作者（年份） 產生效益 

 

 

 

 

 

 

 

 

 

 

 

 

學生 

 

許國雄 

（1996） 

1.幫助學生決定職業；2.增加學生畢業後就業、

晉升、加薪的可能；3.啟發學生的責任感；4.提

高學生的學習興趣；5.發展學生的潛能；6.發展

學生人際關係；7.提供學生實際接觸工作人員的

機會；8.培養學生管理行為的技巧；9.建立一種

終身工讀式的教育型態；10.有助工作適應及達到

更高層的需求水準。 

李啟誠，江建良 

（1998） 

藉由角色扮演法以體驗與學習業界實務知識，對

管理工作特性與內涵之瞭解，從而有助於管理技

能之學習。 

Lefever & Withiam

（1998） 

學生能夠有機會充分的經歷專業組織的各項部

門，先前的工作經驗或實習能夠幫助學生轉換學

界與業界間的過渡時期。 

郭德賓、莊明珠 

（2005） 

對於在學期間到業界實際運作，落實將理論與實

務結合的理念，並期望學生能具備畢業後馬上進

入職場的能力。 

Divine, Linrud, Miller, & 

Wilson, 

（2007） 

實習過程中，可能會產生滿意的體驗，而激發學

生延續就業，為未來鋪路。 

Knouse & Fontenot

（2008） 
可以幫助學生對工作產生切合實際的期望，澄清

對就業的意向，有直接和正向的影響。 

學校 

 

許國雄（1996） 

1.提供學校所不能提供的實習機會；2.使雇主瞭

解學生的素質；3.提供教師自我更新的能力；4.

學校資源能更有充分運用的空間。 

Carlson & Halbrooks

（2003） 

對於學校及教師，實習提供了良好機制，為學校

獲得所需的課程設置、課程評估及反饋意見，以

及提供學校無法供應的額外設備，增加學生現場

學習經驗。 

周思穎（2006） 
可培育學生對於工作情境的體驗與技術能力的

增長，進而強化學校教育。 

Verney, Holoviak, & 

Winter 

（2009） 

是一種極佳的傳播媒介，能幫助學校在未來學生

的招收，及與業界公司的合作關係。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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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年份） 產生效益 

 

 

業界 

彭臺臨 

（1990） 

可應用學校提高其員工素質或委託學術單位機

構從事企業之研究發展工作。 

許國雄 

（1996） 

1.可以僱得具有工作經驗的學生作為永久員工；

2.可以從容挑選員工；3.提供雇主有效訓練員工

的機會；4.減少員工的流動率；5.雇主可獲得具

高度機動的臨時性或季節性員工；6.雇主能利用

學校專業輔導員為其受訓的員工解決人格方面

的問題；7.減輕公司內高級技術員工的基本工作

負擔。 

Lefever & Withiam

（1998） 

可提供穩定且高素質的技術人員來從事生產工

作，並可以將實習的學生雇為永久員工。 

Carlson & Halbrooks

（2003） 

1.實習所提供之工作訓練場可吸引想要工作和學

習，更多高積極性的技術和專業人士為公司組成

的重要來源；2.為雇主招募和評估潛在雇員的良

好管道，以提供具靈活度、高經濟效益之員工；

3.實習生可帶來新的解決方案，來解決公司的老

問題；4.以正面“教育為本”的態度，雇主可有

效宣傳、提高在校園和社區的知名度。 

Binder, Baguley, Crook& 

Miller 

（2015） 

證實學生實習經歷符合預期效果，學生對進入、

發展，並投身該行業更具積極的態度。實習經歷

可以加強參與者下定決心，未來投入該公司的選

擇。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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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校外實習四大方面之效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媒合平臺（無日期）。 

 

1.縮短步入職場所需摸索時間。 

2.累積職場經驗。 

3.藉由工作試探，探索未來職涯的發展方向。 

4.提早了解自己的優劣勢及欠缺的能力，並補充、 

 學習不足以養成就業能力。 

5.職場倫理及態度的養成。 

對學生之效益 

對家長之效益 

對產業之效益 

1.藉由校外實習管道，學校將增加與企業交流聯繫之機會，

進而提升產學合作機會。                          

2.隨時了解業界現況，掌握產業脈動，並吸取業界新知，以

利校方適時地修改教學方針提高教學效果，以期日後學習

方向更具適域性。 

3.建立學校特色，提升學校在產業界的地位，培養符合企業

需求的人才，成為企業選用人才的主要選擇。 

1.提早儲備業界所需之專業人才：企業及早培訓業界所需專

業人才，減少人員的培訓成本及尋找人才的時間。 

2.藉由實習，學校能了解產業界的人力需求與應用技術，進

而結合產業界的實務需求；使學校龐大的研發人力與能

量，亦將成為產業界技術研發的堅實後盾；並讓產業界的

需求、經驗回饋成為教學的動力與發展泉源，創造雙贏的

局面。 

1.學生享有安全實習機構環境：實習機構由學校過濾審核，

免去孩子於不安全及不健全的環境下學習。 

2.學生能從校外實習課程中，習得職場倫理及應對進退的正

確態度。 

3.經過職場的洗禮，學生的想法更臻成熟，更能體會父母工

作的辛勞。 

4.使學生能夠提早接觸社會，多了工作經驗，幫助未來尋找

工作時，較同儕有競爭優勢，亦能使家長少一份擔心。 

5.學生在企業實習過程中不只學到技能與知識，在未來尋找

新工作可懂得如何保護自己避免受騙，使家長安心。 

對學校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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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校外實習之辦理方式 

近年來國家發展委員會所推動之「人才培育方案」、「人才問題與因應對策」、

「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案」，以及教育部辦理的「技職教育再造方案」與「第二

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中，產學合作的相關政策，主要聚焦於縮短學用落差之實

施策略，以促進學生就業力為研究重點。其中的「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與促進學生就業力的策略目標有著高度相關（林宜玄，2014），認為「校外實習」

確為提升學生畢業之後未來就業競爭力的重要一環， 為此教育部推動校外實習課

程作為提升大專畢業生就業力重要政策之一，以政府之資源做必要之引導，另一

方面整合學校、業界之資源，儘早讓青年學生進行職涯之接觸探索，從心理建設

上預先做好就業準備，進而於職場上受肯定，優化人力培育。為鼓勵技專校院開

設校外實習課程，幫助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正確工作態度、增加學校實務教

學資源及學生就業機會、減少企業職前訓練成本，儲值就業人才為目標下，教育

部因之特定《補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作業要點》以應學校及學生之需求

（教育部，2013）。 

現今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其實施方式可分為，暑期實習、學期實習及

學年實習，並另有醫護系課程與海外實習方式，而各實習方式在學分、時數及相

關規定皆依各系科之領域而有所差異，如表 2 所示。且為方便各學校推動校外實

習，在落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計畫作業流程中之五大步驟：實習規劃、實習前輔

導、實習媒合分發、實習中輔導及實習後效益評估，如圖 2 所示，主要目的除了

針對學生參與校外實習後的效益評估外，其中對於在校外實習前的學校總體規劃、

機構評估篩選、舉辦學生及家長的行前講習會、座談會及簽定學生實習契約書、

家長同意書等，如此詳細的規劃辦理，顯示政府重視學生校外實習的安全與權益，

取得家長的信任與信心，希冀能確實推動技職校院辦理校外實習。技專校院開設

校外實習課程實施方式如表 3所示。 

表2 

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實施方式 

實習方式 實習學分 實習時數 其他相關規定 

暑期實習 開設2學分以上 同一機構連續
實習8週，並不
得低於320小時
為原則 

須於暑期開設，包括各校訂定
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 研習活
動等 

學期實習 開設9學分以上 至少為期4-5個
月 

期間除依各校訂定之返校座談
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
職於實習機構實習。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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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方式 實習學分 實習時數 其他相關規定 

學年實習 開設18學分以上 至少為期9個月 期間除依各校訂定之返校座談
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
職於實習機構實習。 

醫護系課
程 

四技、五專學制： 
須修滿20學分以
上 

 
 
得累計並依各醫護科 系學校實習學分之規定辦
理。 

二技、二專學制： 
須修滿9學分以上 

海外實習 需具備下列 3 要件： 
1. 以於學期、學年開設之課程為限。 
2. 實習地點為大陸地區以外之境外地區，或於國際海域航行之大型
商 船，且以臺商所設海外先進或具發展潛力企業和機構 (包括分
公司）為優先。 

3. 參與學生應通過學校規定之專業及語言能力條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教育部（2013）。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

程作業要點。2015 年 04月 22 日，取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5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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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學生校外實習作業流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技職教育再造方案-落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作業參考手冊。

2015 年 04月26日，取自 http://eai.nkfust.edu.tw/Job104/CP.aspx?n=117&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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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學生校外實習流程說明 

代號 內容 代號 內容 

A 

建立學校推動校外實習組織及運作

機制 

1.校外實習委員會組織 

2.校內推動校外實習組織 

K 實習輔導教師訓練 

B 訂定校外實習相關作業要點 L 

校外實習目的及實習對學生助益的

說明 

（備註：學校可以運用適當方式讓

學生及家長了解校外實習的目的及

實習對學生產生的助益） 

 

 

C 

 

 

 

校外實習課程規劃 

1.校外實習課程目標 

 2.校外實習課程大綱 

 3.學習成效評量 

 4.課程安排/時程表 

M 填寫實習申請表 

N 
彙整實習申請表，篩選符合面試資

格學生 

O 進行面試，填寫實習面試評估表 

D 

 

校外實習機構評估及篩選機制 

 1.校外實習機構評估參考書表 

 2.校外實習機構名冊 

P 

簽署校外實習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備註：學生前往實習機構實習

前，可由學校辦理學生家長座談會

或告知家長實習事宜，並簽署校外

實習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E 

擬訂校外實習媒合及分發機制 

 1.實習申請表 

 2.實習面試評估表 

 3.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Q 
校外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簽訂實習

契約書 

R 
實習機構對實習生之培訓及輔導，

並對實習生進行定期考核 

F 學校與業界關係建立與配合 R1 
實習輔導教師對實習員進行訪視輔

導 

G 學校與實習機構簽訂合作契約 R2 實習生實習報告紀錄表 

H 

複評實習機構資格、審議學校與實

習機構合作契約、審議校外實習經

費規劃 

（備註：內容為參考事項，實際任

務由各校訂定） 

R3 轉換實習單位申請表 

R4 實習生離退須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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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內容 代號 內容 

I 

舉辦實習生職前講習與訓練 

1.辦理實習生職涯輔導相關課程與

活動 

2.實習經驗傳承 

3.實習生權利義務說明 

（備註：學校可以選擇辦理實習生

職涯輔導相關課程與活動、實習經

驗傳承、實習生權利義務說明等職

前講習與訓練） 

S 
實習糾紛處理及相關問題諮詢  

(保險、薪資、交通及食宿安排等） 

T1 

校外實習後效益評估（學校部分） 

 1.實習生畢業後之就業流向調查 

 2.學校對實習生之評估 

 3.學校對實習課程之評估 

I1 實習生進行職前講習與訓練 T2 

校外實習後效益評估（學習機構部

分） 

 1.實習機構對實習生之評估 

J 

舉辦實習機構說明會 

（備註：學校與新進實習機構舉辦

說明會，可就機構規模、主要產品、

公差假規定、公共安全、儀器設備

使用等等進行說明） 

T3 

校外實習後效益評估（實習學生部

分） 

 1.實習生對實習之自我學習評估 

 2.實習生對實習課程之評估 

U 

學生校外實習成績總表 

（備註：成績內容包括實習機構對

實習生的評量、學校輔導教師對實

習生的訪視輔導評量及實習生撰寫

的實習報告等項目） 

 

J1 
學生參與實習機構說明會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技職教育再造方案-落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作業參考

手冊。2015 年 04月 26日，取自

http://eai.nkfust.edu.tw/Job104/CP.aspx?n=117&s=3 

肆、技專校院學生校外實習實例分析 

教育部為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正確工作態度、增加學校實務教學資源

及學生就業機會，並幫助減少企業職前訓練成本，儲值就業人才，頒定有「補助

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作業要點」，以鼓勵學校技專校院開設學生暑期校外

實習、學期校外實習、學年校外實習及海外校外實習，並希望能逐年擴大，真正

有效落實學生校外實習。99-103學年間「技專校院落實校外實習課程」及 102、103

學年度「技專校院校外實習符合申請條件員額人數」如表 4及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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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99-103學年間「落實校外實習課程」之技專校院校數統計表 

核定學年度 公立 私立 總校數 

99 17 70 87 

100 17 68 85 

101 14 65 79 

102 14 69 83 

103 16 70 86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自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2015）。 

表5  

102、103學年度「技專校院校外實習符合申請條件員額人數」 

核定學年度 公立 私立 總校數 符合第四年補助條件

畢業生數 

102 19 73 92 19,349 

103 19 73 92 19,429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自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媒合平臺（2015）。 

由表 4及表 5得知，在 99-103學年間，平均每年約有 80所以上之技專校院落

實校外實習課程，且眾多技專校院都獲得教育部補助辨理學生校外實習，近兩年

來技專校院也越加重視學生校外實習課程的實施，符合教育部補助員額人數有增

多趨勢。可以見得，教育部及技專校院對學生校外實習的關切投入，辦理諸多措

施，幫助降低學生學用落差，重建技職教育務實致用之特色，進而達到技職教育

優質化的效果。 

落實校外實習課程，儼然已成為現今政府與技職學校推行教育的重要趨勢與

面向，也是國內典範科技大學教育計畫目標中重要之一環，教育部技職司明訂該

目標具備與一般大學明顯不同之技職特色，強調務實致用之「人才培育」、「產

學研發合作」，包括強化學生的基本能力與實務操作能力；更把教師升等、評鑑、

教學、課程設計、實習等制度，皆要與就業市場緊密連結（教育部技職司，2012 ）。

因此，本文彙整榮獲 102 年至 105 年四年期「典範科技大學計畫」、99 年至 103

年連續通過教育部核定「落實校外實習」及 99 至 100 年度「產學合作績效評量」

等三項指標加以過濾後，篩選出公私立各一所科技大學其校外實習規劃制度臚列

加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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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制度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一直以來被認定為「實務研究型大學」，為培養學生務實

致用的觀念與能力促使學生及早體驗職場工作，增加學生於職場的適應力與競爭

力，蓄積成為企業家之能量，為此推動技術扎根計畫，積極落實學生校外實習。

其中校外實習過程主要分成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校外實習前的準備，主要是

媒合實習機會及辦理職場安全準備，學生透過校內教學單位、行政單位、教師推

薦、企業報名等多方管道，取得校外實習機會資訊，並經所屬系所甄選企業及評

估其專業相關程度，包括舉辦學生說明會、企業說明會、進行企業參訪，以了解

企業辦公流程及體驗企業環境，建立學生與企業的實習關係，並讓學生家長充分

了解推動校外實習之意義，尋求家長的共識與同意；第二階段為校外實習期間，

各系所須於實習期間，對每位學生施以校外實習輔導，且由學校實習輔導老師及

企業導師雙方共同輔導。教師可以以定期面談、實地訪查輔導或電話訪談等方式，

了解學生實習狀況與問題，並做「實習輔導紀錄」，針對實習學生的實習情形及

工作表現、實習學生的生活現況滿意程度進行成效評估，以便聯繫及處理反映之

問題；第三階段為校外實習後，以各種方式鼓勵學生將實習期間所觀察及學習的

心得，匯集實習所學之「產業經驗」結合學校專題、論文等之製作，在實務與理

論的相互激盪下激發學生更多在專業領域方面的潛能，培養其創新思考，達到學

以致用之目的，茲將各階段之作法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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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整體校外實習做法 

資料來源：林忻怡、鍾翔雲（2015）。臺北科大提升實務加乘效應的校外實習制度。評鑑

雙月刊，54。2015 年 05月 01日，取自

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2015/03/01/6310.aspx 

 

最後為使校外實習制度更加完善，臺北科技大學正著手推動後實習計畫，如

圖4所示，由實習企業、實習輔導老師及實習生互相連結，以校外實習前、中、後

整體作法為基礎核心，落實企業填寫實習評量回饋表，並針對學生校外實習總體

過程、表現、能力等項目進行反饋意見，進而協助學生職場擴散，以建立完整實

習輔導制度（林忻怡、鍾翔雲，2015；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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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後實習計劃概念圖 

資料來源：林忻怡、鍾翔雲（2015）。臺北科大提升實務加乘效應的校外實習制

度。評鑑雙月刊，54。2015 年 05月 01日，取自

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2015/03/01/6310.aspx 

二、 正修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制度 

一直以來為培育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具之人才，增進學生職場適應力與競

爭力，達成學生順利就業目標，正修科技大學於 2013年榮獲教育部「典範科技大

學」殊榮，每年可獲得教育部 6 千萬經費補助，在產學合作、教學研究上獲得更

多的助益。正修科技大學副校長游步平指出，學校在「產學契合」方面，從預約

人才開始，就由業界參與遴選，再協同教學，並配合實習，回到學校後由業界進

行指導專題；在「行動就業方面」，學生校外實習回到學校後，會辦理一系列的

成果交流，到各行業實習的同學彼此分享心得，讓實習變得更多元化，形成「滾

動式」學習，經不斷的調適後，達到強化職能輔導與就業媒合的機制，有助於學

生日後就業；在整體發展過程中，並以多功能實習工廠、特定生產線模擬設施、

產品設計中心、研發成果試量產測試中心、產學營運中心及創新育成中心等 6 項

產學連結基礎建設為核心，讓同學在學校所學的理論與實務合一（正修科技大學，

2012）。 

學校於 2012年首度主辦「正修人才、企業雄愛」的大型就業博覽會，共計有

一百多家廠商提供近兩千個職缺，並促成同學到校外實習的機會，參展徵才產業

橫跨半導體 IC 封裝、生物科技業、金融保險、美容保健、餐飲旅館等，包括有媚

登峰集團、高雄義大皇冠假日飯店、義大遊樂世界、大潤發、臺灣典範半導體、

南部地區人才招募中心等知名公司，校長龔瑞璋表示，學校的課程非常重視職場

倫理，更重視實務，除辦理千人業師聘請職場達人到校開講外，並讓同學進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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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實習，學習培養職場的競爭力，一畢業就能融入職場（正修科技大學，2013）。 

除了注重學生校外實習，學校在教師與實務接軌方面也做了制度調整，在職

老師若沒有 2 年以上的實務經驗，必須到業界實習，實習期間給予全薪，確保教

師與業界做緊密聯繫，並鼓勵師生參加校外競賽，幫助活化實務教學，培育出務

實致用符合產業需求的人才。因此在去年經濟部國貿局「選赴新興市場海外實習

計畫」中，學校教師與同學因表現優良獲得部長召見，並頒發榮譽狀（正修科技

大學，2015）。 

伍、校外實習政策制度之啟示 

儘管校外實習具有上述諸多優勢，並在教育界與產業界各方努力推廣，求好

心切的細微佈局之下，現今多元的實習樣態可說是百花齊放，但也因如此，帶來

當今校外實習一些負向缺失，在實習時數、形式制度上教育單位與產業單位在考

核與監督上欠缺緊密連結，容易形成模糊地帶，不易於校外實習期間辦理考核、

監督、掌握，且校方、學生與業界三層面間之關鍵連繫及各方利益維護機制也易

產生某些矛盾與衝突。立委林淑芬指出，由教育部補助、委託多所大專院校承辦

的「學海築夢」計畫，雖鼓勵學生赴國外企業實習，卻有違法仲介業者與技職學

校簽約，讓學生赴國外實習，卻需自行吸收勞保，薪水對折之情形，有違勞動法

令，學生權益遭受到剝削（李佳恒，2015），臺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行長陳曉

雯指出，學生實習內容與科系無法對應，例如：資訊管理的學生被派到加油站工

作、動畫系的學生到工廠洗網版、企管系的學生在 7-11 實習。臺灣勞動與社會政

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張烽益也提出，產學專班的常態是 5 天工作，課程全部都擠在

同一天，甚至高過 8 個小時，學生容易精神不佳、教師也因此教得淺，學習的成

效效果不彰（李又如，2015）。在此種現況下，校方、學生與業界易流於一種「三

贏」局面，即學校把人力送去廠商做廉價勞工，而學生去實習沒有上課壓力，也

可領有微薄薪水，形成了「業界有廉價人力、老師輕鬆、學生無真正學習」之局

勢。 

此外，現今保護實習生之法案尚未通過，學校所辦理實習的績效評量辦法，

目前仍在研擬中。而實習是一種學習，並非勞動，這樣的問題，在法人化、教育

商品化的脈絡之下，將會越來越嚴重（戴伯芬，2011），且校外實習究竟是「實

習」還是「打工」？在一般勞工跟業主簽訂勞動契約中，雙方履行之各自義務，

是雙方都認可的，權利義務相當明確，且有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可資遵循，與

學生之校外實習，並不相同，欠缺法制化的保障，有待儘速改善。輔仁大學教授

戴伯芬認為學生是來實習，自主權應該要比一般勞工更為明確，提出學生應該要

有選擇機構之權利，如果進入機構與所預期的不同，應可退選或是轉換實習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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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機構內不平等的待遇，更要有申訴之機制（李又如，2015），但根據研究指

出，現今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大多為學校系上安排規劃，且以私人企業居多（J-C, 

Chang, et al., 2015），這勢將影響學生選擇權義與工作意願之決擇，而必然影響校

外實習成效，而校外實習的政策導引是為彌補學用落差，如無詳細定義權利義務，

容易造成亂象叢生，這將會對技職教育產生莫大之傷害，此一環節關係校方、學

生與業界三層面間權利義務法制化，建立可長可久校外實習制度，應由教育主管

機關教育部召集技專校院，草擬校外實習法案，經由立法建立完善校外實習制度。 

儘管如此，本研究歸納校外實習可以產生諸多正面效益，包括：1.學校獲得充

足資源，卑益整體教育發展；2導引整體教育符合時代轉變的走向；3.促進學校經

營形象，進而增加學生的招生；4.幫助學生累積市場中實務經驗，符合工作實際所

必備之技能；5.對於職務的期待價值能與實際工作後進行比對判斷，畢業後容易找

到符合自己性向之出路；6.增進專業領域上的研究為產業引進新觀念；7.業界運用

學術概念，幫助產業升級；8.注入最新的知識理論，延長產品生命力，擴展其中應

用價值；9.公司在人力運用規劃方面，節省訓練成本，迅速取得所需人才；10.更

能發揮永續培育專業人力之功能。將其中三層面之互動效益，如圖 5所示。 

 

 

 

 

 

 

 

 

 

 

 

 

 

 

圖 5校外實習三層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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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學生校外實習已成為政府與技職校院發展實務教育之重要課題，所推行的校

外實習輔導機制已呈現出越來越詳細的規劃以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為例，對於學生

校外實習的規劃中有著完善的機制與步驟，相當重視學生藉由校外實習來增進產

業實作能力的培養，加上教師的輔導與評估及與企業間的密切交流與切磋，將學

生校外實習制度具體落實，擴大學校與產業間產學合作之研發成果；而正修科技

大學在實施學生校外實習中也投入莫大之心力，以多元的實習活動促進學校師生

學用合一，藉以增強職場競爭力，如此多元的實習方式期能使學生畢業後即能依

其專長就業與產業密切接軌，有效縮短產學落差，並達學以致用之目的。顯示校

外實習的重要程度在教育發展上已位居不容忽視之顯著地位。 

校外實習所力主倡導之「做中學」即是透過實際動手進行與生活有關的工作

活動，以培養良好的心性及具有符合邏輯、有組織的知識（張仁家，2015），如

何連結學生日常生活、職涯發展、適切於產業所需及保障其權利義務；如何將校

外實習之三層面目標效益做更為緊密之扣合，仍是待需思考、極力解決之議題。 

而本研究主要是以回顧文獻的方式，整理出校外實習的相關意涵與效益、現

今校外實習之辦理與發展現況，並舉出我國辦理校外實習優良之技專校院加以分

析討論，了解技專院校校外實習狀況的利與弊，提出一些實質的建議，作為未來

規劃校外實習制度之參考，而後續相關研究可嘗試以本研究提出之論點，設計前、

後測校外實習問卷，包括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了解學習吸收的狀況，並擬定其

專業領域之測驗問題，了解學生能力成長的效果，也可加入實習狀況滿意度量表

等，進一步了解學生實習時的心理狀態等，以調查學生在實習中、實習後的數據，

在整理歸納各項數據後，以量化的方式深入分析，找出隱藏的問題，排除實習成

效窒礙不進的阻力，同時也對實習公司進行訪談，以收集業界對於校外實習計畫

的回饋與建議，調整現今實習制度不完善之處，藉此提升校外實習之成效。如此

在現今社會與產業結構快速變動之際，不論學術或業界才能做最有效之因應，發

揮各自無窮之潛力，開創產、學合作之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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