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理科大應英系
實習資料填寫說明會

活動日期：111年10月12日下午3點半至5點

活動地點：人文大樓K64教室



應英系實習課程及資料填寫說明

實習？打工？
傻傻分不清楚 學分？選課？

實習有看沒有懂



應英系實習課程說明

學期實習
實務實習(每週6小時，108小時/3學分)
職場實習(每週實習40小時/9學分)→大四

暑期實習(每週實習40小時/4學分)

彈性實習(會展實習適用，40小時/1學分)

畢業門檻
80小時



實習用印申請書 1份
由學校填寫

系辦
負責



實習機構評估表 1份

實習輔
導老師
(導師)

同學完
成的部
分

系辦
負責



實習合約書 1式3份(都是正本)



實習合約書 -僱傭關係

實習公司名稱 112 1 7 112 5 31

1

6

時 小時 176



實習合約書 -非僱傭關係

實習公司名稱
1
112 2 22 112 6 30

6

v

v v



實習合約書1式3份(都是正本)

實習公司名稱

v

v
實習公司名稱

實習公司負責人/單位主管

負責人/單位主管職稱
實習公司商工登記電話

實習公司商工登記地址



營業事業登記證或立案證明 1份

營業事業登記證→商工登記查詢

補習班→各縣市短期補習班查詢系統

其他(請至系辦洽詢)

繳交資料，若未繳交此文件，
一律退件處理。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
https://bsb.kh.edu.tw/


實習計劃書 1份



實習計劃書填寫(1人一份)

實習公司名稱

導師

實習時主要負責的主管

須跟實習合約書期間一致

實習課程名稱(請核對應修科目表)



實習計劃書 1份



實習計劃書填寫



實習計劃書填寫



實習計劃書填寫

1.請電腦打字，簽名+蓋章。

2.實習輔導老師，請找導師簽名
或蓋章。

3.實習機構主管，請找主管簽名
或蓋章(須可以辨別全名)。

4.實習期間需與校外實習合約書
時間一致。



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1份

1.實習期間需與校外
實習合約書時間一致。
2.請電腦打字，
煩請家長/同學
(簽名＋蓋章)



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人工加選單及保險資料
請至本系系辦拿取並填寫人工加選單

請上網填寫實習保險資料



校外實習切結書 1份
(大四下實習務必繳交)

<6/4–晚於畢業典禮日期
>6/4-晚於畢業日期



如果實習單位非明顯與應
英系課程所學相符，請填
寫此證明，並請實習單位

協助蓋章。

實習與所學相關證明 1份

非必要繳交文件



實習表單填寫說明
申請資料為正式文件，請勿用“回收紙”列印。

申請份數請核對仔細，合約書”正本”要3份。

實習時間、實習場所、合約內容、權利及工作內容

請務必確認後再填寫。



注意事項！前車之鑑，引以為戒



注意事項！前車之鑑，引以為戒



愛可信股份有限公司

本系合作實習廠商

誠徵111-2實習生
TOEIC650以上
熟悉電腦文書作業，熟excel函數尤佳

聯絡窗口：(02)2708-1969 Ext. 117 林育如專員

請自備履歷表及英文能力證明電子檔，於10/16前寄

送jennifer.lin@access-company.com

mailto:jennifer.lin@access-company.com


開展餐飲集團

本系合作實習廠商

誠徵111-2實習生
-有餐飲業經驗或有意願往美式餐廳管理發展者尤佳
-具基本的英文對話能力

聯絡窗口：(02-27425579 #224 人資專員劉小姐

請自備履歷表及英文能力證明電子檔，

寄送dora.liu@casualrestaurants.com



國泰飯店觀光事業

本系合作實習廠商

誠徵111-2實習生
聯絡窗口：(02)2730 2099 ext.2024 培訓專員陳彥婷

此次以Google表單方式報名(連結及QRcode如下)，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HfoH6VebjLWNgT336
報名QRcode↓

10/14前報名



本系合作實習廠商



本系合作實習廠商-會展業



精英國際教育集團

本系合作實習廠商



土城培幼文教機構

本系合作實習廠商



本系合作實習廠商



認識
職場性騷擾

☆性騷擾不單跟「性」或「身體」

有關，也含括「性別騷擾」

☆性騷擾是違反當事人自由意願，

以性別為基礎或具有性本質的

行為，對被行為者造成負面影

響或傷害

☆性騷擾可能發生在異性及同性

間，不論男女都有可能成為騷

擾者或被騷擾者



何謂
職場性騷擾

☆ 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

意指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
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
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
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
表現。

☆ 交換式性騷擾

意指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
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
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
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
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認識
職場性騷擾

☆性騷擾常發生於上對下權力關

係中或敵意、不安全的環境

☆性騷擾的定義隨個人思想觀念、

主觀感受，及當下情境與人際

互動有所差異，因此不應預設

每個人都會與自己有相同感受

☆性騷擾判定首重被害人的主觀

感受，但也需兼顧客觀認定標

準，並衡酌事發情境



這是
性騷擾嗎

勾肩搭背？
擁抱？



這是
性騷擾嗎

轉寄色情圖片
/性暗示照片？



這是
性騷擾嗎

娘娘腔？
男人婆？



這是
性騷擾嗎

胸大無腦？
同性戀？



性騷擾
防治

【受害者】

1.了解性騷擾的本質，在於權力或

力量的差異

2.堅決捍衛、勇於主張自己身體的

自主權

3.相信自己的直覺

4.嘗試和騷擾者溝通

5.詳實記錄被騷擾的經過

6.告訴信任的人

7.向相關單位提出申訴



性騷擾
防治 【旁觀者】

1.不要成為情境共犯

2.不要落入「責怪受害者」迷思

3.制止加害人，支持受害者，協助

作證



職場性騷擾
申訴管道

☆向雇主提出性騷擾申訴；如果

性騷擾行為人就是雇主，則直

接到當地縣市勞工局提出申訴

☆學生事務處

秘書室-性平教育委員會

校內申訴專線：02-6621-9995



THE END



實習生注意事項



實習生注意事項



實習生注意事項



本次活動



以上說明到此為止，請同學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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