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學年度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 

校外實習計劃 

2016/05/05 訂定 

一、科目名稱：職場實習 

二、班級：101 級五美四忠、五美四孝、五美四仁、五美四愛 

三、實習學分：五專 6學分，18學時 

四、實習時數：五專實習總時數 328 小時（41 天） 

五、日期：105 年 7月 1 日（三）至 8月 31 日（三），依各家實習機構規定，原則以每 

日 8小時為主。 

六、實習地點： 
第一組：光復診所、荷柏園-新光民族店、署立安南醫院、天晴時尚精品婚紗、皇家新時尚美 

        學教育中心、植享家股份有限公司台南遠百店、高雄夢時代、林政賢皮膚科診所。 

第二組：宥盛科技有限公司、生生堂藥妝股份有限公司、戴昌隆皮膚科診所、迪夢兒企業社 、 

       日安美妝、妝點企業社。 

第三組：心情故事婚紗、紐約時尚婚紗、葛洛莉青年店、西門店 。    

第四組：俐塔造型沙龍、仙度瑞拉-金華店、花漾藝術美甲、指愛美麗美甲店 台南東區店、 

        永康店、新光形象店、卡拉蘿菈 spa-文化店。 

第五組：媚登峯集團-府城店、中正店、永康店、螢蓁藝術美甲坊-台南店、麗晶美甲、仙妮 

        蕾德-靚晏店。   

第六組：香波 SPA 員林店、北港媽祖醫院、彰化醫院、海欣國際 -崇明店、永華店、新營店、 

        時尚精緻婚紗攝影公司。 

第七組：丁丁藥局 -西門店、東門店、永康店、永大店 、永華店、仁德店、首璽格爾抗老化 

        微整形醫美診-台南、 高雄。 

第八組：仙妮蕾德-仁德店、慶生堂化妝品工廠、媚登峯集團-新營店 、嘉義店、麗暉藥局。 

第九組：葛洛莉精誠店、自強店、一心店、鳳山店、邱坤興皮膚診所。 

第十組：莎士比亞婚紗攝影、新日康藥局、淨妍醫美診所、葛洛莉東門店。 

第十一組：富悅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植享家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美麗華店、亞洲色彩有限 

          公司、康姿多儷、和群美學醫美診所、吳峰璋皮膚科。 

 

七、實習目標： 
1. 將學生於校內所學之美容保健專業知能實際運用，以求理論與實務之結合。 
2. 瞭解實習機構之性質、組織、文化狀況及業務營運內容等。 
3. 學習實習機構專業工作者之角色與職責。 
4. 建立專業美容人員態度，培養其專業倫理及敬業精神。 
5. 培養從事美容保健相關實務工作之志趣。 



八、實習輔導教師：(聯絡電話 06-6226111 轉美保科辦公室分機) 
 

實習總督導 方焄蓮 實習副督導 蔡宇 忠班組長 陳○○、 
林○○ 

孝班組長 陳○○、 
姜○○ 

仁班組長 陳○○、 
許○○ 

愛班組長 李○○、 

呂○○ 

第一組：方焄蓮/719 第二組：翁姿菁/621 第三組：張嘉苓/776 
第四組：趙涵儒/714 第五組：陳惠姿/717 第六組：蔡沛妏/696 
第七組：林怡伶/716 第八組：邱怜瑋/718 第九組：蔡宜莉/716 
第十組：王瑜旋/718 第十一組：蔡宇/717  
九、實習輔導內容： 

(一)學校單位： 
1. 洽定實習機構及分發學生實習。 
2. 與實習機構商討實習計劃。 
3. 現場輔導學生進行實習，並評量學生之實習作業。 
4. 與實習單位共同評量學生實習成就。 

(二)實習機構： 
1. 提供實習設備與場所，並委派實習指導老師乙名。 
2. 依據實習目標與機構需求，安排學生實習內容。 
3. 定期與學生討論實習相關事宜。 
4. 與學校單位共同評量學生實習成果。 

(三)實習指導老師： 
1.實習日誌：實習生每天必須書寫實習日誌，並交由實習指導老師批閱。 
2.實習討論：每天實習結束前與實習生研討當日實習得失（可電話訪談），並計劃

隔日實習事宜。 
3.其他與實習相關之工作事項之指導。 

十、實習方式:  
本實習課程依據本科實習辦法擬定，由實習輔導老師提名優良實習機構，經實習

委員會議討論適當之實習場所進行校外教學實習。 
（一）校內實習討論（未納入實習總時數）：共 8 小時。 

1. 實習前準備說明會 I（全班）：2 小時。 



2. 實習前準備說明會 II（小組）：2 小時。 
3. 實習綜合檢討會（全班）：2 小時。 
4. 實習成果發表會（全科師生）：2 小時。 

（二）校外實習：五專共計 328 小時。 
採個案教學指導方式。學習按實習計畫，在本科實習輔導老師與實習場所指導老

師共同教導之下，對實習班級的教學與照護實務進行深度觀察與實務演練。本科每位

實習輔導老師同時指導 14~17 名學生實習。 
（三）實習機構評值 
在實習結束之後，本科實習督導教師分別就行政組織、衛生行政和建築物環境、設備

及服務項目與所學相符性等五個向度，檢核該公司是否適合再納入實習機構的範圍。 
美容保健科學生實習流程 

 



十一、實習分組名單： 
第一組 

輔導老師 縣市 小組長 實習單位 
姓名 實習地點/電話 負責人 

方焄蓮 佳里區 蔡○○ 
蔡○○ 

光復診所 
台南市佳里區中山路 398 號 
06-7234656 
實習時間:8:30～12:00 & 14:00～
18:00 

黃○○

醫師 張○○ 

方焄蓮 台南市 沈○○ 沈○○ 荷柏園-新光民族店 翁○○ 

方焄蓮 台南市 葉○○ 
盧○○ 市立安南醫院醫美中心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 2 段 66 號 
06-3571195#1325 
實習時間：8:30～17:30 

廖○○

主任 
王○○ 葉○○ 

方焄蓮 台中市 楊○○ 楊○○ 

天晴時尚婚紗 
04-23155889 
台中市西屯區寧漢二街 11 號 
實習時間：10:00～18:00 

余○○ 

方焄蓮 高雄市 林○○ 

吳○○ 

皇家新時尚美學教育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 43 號 
07-7613088 
實習時間:10：00～18：00 

黃○○ 
陳○○ 

陳○○ 

林○○ 

方焄蓮 

台南市 鄭○○ 
蔡○○ 

植享家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大遠百成功店 B1 
台南市東區前鋒路 210 號 
06-2342593 
實習時間: 11:00~19:00 

張○○ 
鄭○○ 

高雄市 鄭○○ 
鄭○○ 

植享家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夢時代 1F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 號 
07-8231066 
實習時間: 11:00~19:00 陳○○ 



方焄蓮 高雄市 高○○ 高○○ 

林政賢皮膚科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 718 號

07-3454189 
實習時間: 9:00~18:00 

林○○

醫師 
 

第二組 

輔導老師 縣市 小組長 實習單位 
姓名 實習地點/電話 負責人 

翁姿菁 六甲區 陳○○ 

賴○○ 
宥盛科技有限公司 
台南市六甲區中社里 483-5 號

06-6993588  
實習時間：08：00－17：00 

楊○○ 鄭○○ 

陳○○ 

翁姿菁 高雄市 謝○○ 

謝○○ 
台灣生醫富麗康股份有限公司台

北景美台醫店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段 455巷
16,18 號 
0-286636528 

劉○○ 
詹○○ 

張○○ 
新營台醫 
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19 號 
066593235 
實習時間 10：00～22：00 翁○○ 

翁姿菁 嘉義市 蔡○○ 
余○ 

戴昌隆皮膚科診所 
嘉義市博愛路 2 段 277 號 
05-2330292 
實習時間：9:00-18:00 

王○○ 
蔡○○ 

翁姿菁 新營市 蕭○○ 

蕭○○ 

迪夢兒企業社 
台南市新營區延平路 65 號

06-637-2578 
李○○ 周○○ 

沈○○ 

翁姿菁 新營市 趙○○ 
趙○○ 

日安美妝行銷公司(長安美學企業

社) 
06-6336308 
台南市新營區民族路 5-7 號 
實習時間：10：00-17：00 

沈○○ 
陳○○ 

翁姿菁 嘉義市 廖○○ 黃○○ 
妝點企業社 
嘉義市民權路 407 號 姚○○ 



 

第三組 

輔導老師 縣市 小組長 實習單位 
姓名 實習地點/電話 負責人 

張嘉苓 高雄市 謝○○ 

蔡○○ 
心情故事攝影公司 
高雄市中山一路 219 號 
07-2864222 
實習時間：9：00～18：00 

王○○ 
林○○ 

謝○○ 

陳○○ 

張嘉苓 台南市 游○○ 

王○○ 

紐約時尚婚紗公司 
台南縣新營市復興路 371 號 
06-6591177 
實習時間：10:00～19:00 

李○○ 

游○○ 

顏○○ 

陳○○ 

陳○○ 

陳○○ 

張嘉苓 台南市 馮○○ 

許○○ 
葛洛莉青年店 (葛蕾絲美容坊) 
台南市中西區青年路 189 號 
06-2217416 
實習時間：10:00～18:00 

陳○○ 馮○○ 

黃○○ 

張嘉苓 台南市 連○○ 

陳○○ 葛洛莉西門店(葛洛莉企業社) 
台南市中西區仙草里西門路一段

462 號 1 樓 
06-2156585 
實習時間：10:30～18:00 

林○○ 連○○ 

洪○○ 
 

第四組 

輔導老師 縣市 小組長 實習單位 

姓名 實習地點/電話 負責人 

趙涵儒 台南市 葉○○ 歐陽○○ 
俐塔造型沙龍 

台南市永康區新民街 12 號 
馬○○ 

廖○○ 
05-2251098 
實習時間：09：30～18：00 



謝○○ 
06-2539776 

實習時間：10:00～18:00 

葉○○ 

趙涵儒 台南市 陳○○ 陳○○ 

仙度瑞拉-金華店 

台南市金華路三段 200 號 

06-2221463 

實習時間：10:00～18:00 

黃○○ 

趙涵儒 高雄市 許○○ 

許○○ 

花漾藝術美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08號 2-3樓 

07-5541010 

實習時間：9：00-18：00  

卓○○ 

鄭○○ 

吳○○ 

郭○○ 

趙涵儒 台南市 李○○ 

李○○ 
指愛美麗 東區店 

台南市東區東平路 7號 1～3樓 

06-2762020 

實習時間：10:00～18:00 

陳○○ 

余○○ 

趙涵儒 永康區 陳○○ 陳○○ 

指愛美麗 永康店 

台南市永康區新民街 8號 

06-2548080 
實習時間：10:00～18:00 

陳○○ 

趙涵儒 台南市 陳○○ 

郭○○ 
指愛美麗 新光形象店 

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 1段 76 號 

06-2140588 
實習時間：10:00～18:00 

陳○○ 

陳○○ 

趙涵儒 高雄市 洪○○ 

洪○○ 

卡菈蘿菈 SPA-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 38 巷 9 弄 3

號 

0930091313  07-7253211 

實習時間：12：00-20：00 

葉○○ 

林○○ 

 

第五組 

輔導老師 縣市 小組長 實習單位 
姓名 實習地點/電話 負責人 

陳惠姿 台南市 張○○ 
黃○○ 媚登峯府城店 

台南市夏林路 63 號 
06-2228998 
實習時間：9:00～18:00 

徐○○ 
蔡○○ 



陳○○ 

張○○ 

陳惠姿 台南市 顏○○ 
楊○○ 媚登峯中正店 

台南市公園路 107 號 
06-2201300 
實習時間：11:00~19:00 

卓○○ 
顏○○ 

陳惠姿 台南市 林○○ 

杜○○ 
媚登峯永康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473 號 2 樓 
06-2025080 
實習時間: 10:00~18:00、11:00~19:00 

魏○○ 林○○ 

陳○○ 

陳惠姿 台南市 謝○○ 
謝○○ 螢蓁藝術美甲坊台南店 

台南市中華東路 3 段 385 號

06-2690809 
實習時間：10:30-18:30 

林○○

林○○ 林○○ 

陳惠姿 台南市 曾○○ 
張○○ 麗晶美甲 

台南市新化區中正路 437 號 
06-5903363 
實習時間：10:30-18:30 

林○○

林○○ 曾○○ 

陳惠姿 台南市 吳○○ 
張○○ 仙妮蕾德 –靚晏店 

台南市公園路 375-3 號一樓 
06-2519672 
實習時間：10:00-18:00 

李○○ 
吳○○ 

 

第六組 

輔導老師 縣市 小組長 實習單位 

姓名 實習地點/電話 負責人 

蔡沛妏 
彰化市

員林 
林○○ 

林○○ 
香波 SPA-菲思康公司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 576 號 

04-8395896 

實習時間:11:00～19:00 

柯○○ 

黃○○ 

蔡沛妏 
雲林 

北港 
謝○○ 

楊○○ 
北港媽祖醫院整形外科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里新德路123號 

05-7837901#1214 黃小姐 

實習時間: 8:30～17:30 

李○○
主任 

謝○○ 

蔡沛妏 彰化市 呂○○ 
呂○○ 

署立彰化醫院醫美中心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 80 號 

04-8298686#1271 

實習時間: 8:30～17:30 

郭○○ 
醫師 

張○○ 



蔡沛妏 台南市 張○○ 
張○○ 

海欣國際 VIVISPA 台南崇明店 

台南市東區崇明路 986 號 

06-2683047 

實習時間:10:00~20:00、排輪休 

張○○ 

連○○ 

蔡沛妏 台南市 陳○○ 
陳○○ 

海欣國際 VIVISPA 台南永華店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 2段 703 號 

06-2999933 

實習時間: 10:00~20:00、排輪休 

王○○ 

林○○ 

蔡沛妏 台南市 羅○○ 羅○○ 

海新國際 VIVISPA 台南新營店 

台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107 巷 16 號 

06-6323047 

實習時間: 10:00~20:00、排輪休 

張○○ 

蔡沛妏 彰化市 吳○○ 

吳○○ 
時尚婚紗精緻攝影公司 

彰化市中正路 2段 234 號

04-7262448   

實習時間：11:00～19:00 
華○○ 沈○○ 

黃○○ 

 

 

第七組 

輔導老師 縣市 小組長 實習單位 

姓名 實習地點/電話 負責人 

林怡伶 台南市 林○○ 

林○○ 
丁丁藥局台南西門店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 100 號 0 

06-2818566 

實習時間：09：00～17：00 

林○○ 

經理 陳○○ 

林怡伶 台南市 郭○○ 

黃○○ 
丁丁藥局台南東門店 

台南市東門路 2段 186 號

06-2698611 

實習時間：09：00～17：00 

林○○ 

經理 郭○○ 

林怡伶 台南市 洪○○ 

鄭○○ 
丁丁藥局台南永康店 

台南市東門路 2段 186 號

06-2698611 

實習時間：09：00～17：00 

林○○ 

經理 洪○○ 

林怡伶 台南市 陳○○ 

陳○○ 
丁丁藥局台南永大店 

台南市東門路 2段 186 號

06-2698611 

實習時間：09：00～17：00 

林○○ 

經理 王○○ 



林怡伶 台南市 余○○ 

余○○ 
丁丁藥局台南永華店 

台南市東門路 2段 186 號

06-2698611 

實習時間：09：00～17：00 

林○○ 

經理 

陳○○ 

林○○ 

林怡伶 台南市 方○○ 

鄭○○ 
丁丁藥局台南仁德店 

台南市東門路 2段 186 號

06-2698611 

實習時間：09：00～17：00 

林○○ 

經理 方○○ 

林怡伶 台南市 段○○ 

賴○○ 
首璽格爾抗老化微整形醫美診所

台南店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 199 號 

06-2006288 

實習時間：10：00～18：00 

洪○○ 

段○○ 

林怡伶 高雄市 吳○○ 

吳○○ 
首璽格爾抗老化微整形醫美診所

高雄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223 號

07-5542988 

實習時間：10：00～18：00 

許○○ 

黃○○ 

 

第八組 

輔導老師 縣市 小組長 實習單位 

姓名 實習地點/電話 負責人 

邱怜瑋 嘉義市 許○○ 

許○○ 

慶生堂化妝品工廠 

嘉義縣水上鄉嘉朴路 139 號

05-2361151 

實習時間：08:00～17:00 

陳○○ 

葛○○ 

蔡○○ 

鄭○○ 

沈○○ 

邱怜瑋 新營市 簡○○ 

王○○ 
媚登峯新營店 

台南市新營市中山路 20號 3 樓 

06-6325266 

實習時間：9:00～18:00 吳○○ 

經理 

于○○ 

簡○○ 

卓○○ 



邱怜瑋 嘉義市 劉○○ 

柳○○ 
媚登峯嘉義店 

嘉義市垂楊路 505 號 2、3 樓 

05-2830000 

實習時間：9:00～18:00 

蘇○○ 

經理 

滕○○ 

劉○○ 

邱怜瑋 新營區 周○○ 

周○○ 

麗暉藥局 

台南市新營區民權路 51號 1 樓 

06-6333479 

實習時間：二班制   

8:00～16:00&10:00～18:00 

江○○ 

蔡○○ 

邱怜瑋 台南市 李○○ 李○○ 

仙妮蕾德-欣緣企業行(家樂福仁德

店)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 711 

06-2496666 

實習時間: 

柳○○ 

 

 

第九組 

輔導老師 縣市 小組長 實習單位 

姓名 實習地點/電話 負責人 

蔡宜莉 台中市 廖○○ 

徐○○ 
葛洛莉精誠店(葛洛莉精品行)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 382 號 

04-24710388 

實習時間：10:00～19:00 

陳○○ 廖○○ 

蘇○○ 

蔡宜莉 高雄市 黃○○ 

李○○ 
葛洛莉自強店(葛洛莉美容坊)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 161 號  

(07)338-9352 

實習時間：10:30～18:30 

陳○○ 林○○ 

黃○○ 

蔡宜莉 高雄市 林○○ 

林○○ 
葛洛莉一心店(葛洛企業社)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 104 號 

07-5360267 

實習時間：10:30～18:30 

曾○○ 詹○○ 

張○○ 

蔡宜莉 高雄市 鄭○○ 蕭○○ 
葛洛莉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 7號 
簡○○ 



陳○○ 
07-7655525 

實習時間：10:30～18:30 
鄭○○ 

張○○ 

蔡宜莉 高雄市 張○○ 

張○○ 

邱坤興皮膚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 828 號 830 號

1 樓，2樓 

(07)3483437 

實習時間：09：00～18：00 

邱○○ 

徐○○ 汪○○ 

 

 

 

 

 

 

 

第十組 

輔導老師 
縣市 小組長 實習單位 

姓名 實習地點/電話 負責人 

王瑜旋 新營區 林○○ 

蔡○○ 
莎士比亞婚紗攝影 

新營市復興路 361 號 

06-6563522 

實習時間：10:00～18:00 

方○○ 

楊○○ 

葉○○ 

林○○ 

蔡○○ 

謝○○ 

李○○ 

王瑜旋 新營區 李○○ 

李○○ 
新日康藥局 

台南市新營區民權路

63-3 號 

06-633-2833 

實習時間：8:30～18:00 

江○○ 

呂○○ 

王瑜旋 高雄市 黃○○ 黃○○ 
淨妍醫美診所高雄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642 號 
劉○○ 



高○○ 
07-5580260 

實習時間: 12:00~21:00 

王瑜旋 台南市 黃○○ 

黃○○ 
葛洛莉東門店 (葛洛莉專業

美容坊) 

台南市東門路二段 189 號 

06-2005641 

實習時間: 10:30～18:30 
陳○○ 

胡○○ 

賴○○ 

鐘○○ 

 

第十一組 

輔導老師 
縣市 小組長 

實習單位 

姓名 實習地點/電話 負責人 

蔡宇 台北市 姜○○ 

陳○○ 
富悅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 665號 5

樓 

02-2563-0828 

實習時間：09：00～18：00  

羅○○ 黃○○ 

姜○○ 

蔡宇 台北市 宋○○ 

宋○○ 

植享家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美

麗華店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 20 號 

02-85012106 

實習時間：11:00~19:00 

張○○ 

詹○○ 

蔡宇 台北市 陳○○ 

蔡○○ 

亞洲色彩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二段211

號 7F 文普大廈 

02-2377-5777 

實習時間：09：00～18：00 

周○○ 

陳○○ 

蔡宇 台南市 黃○○ 

白○○ 

康姿多儷太興 SPA 店 

台南市仁德區太興路 19號 

0988-348876 

實習時間：早班 09:45-19:00 

午班 11:00-20:00  

康○○ 

黃○○ 

蔡宇 台中市 林○○ 

林○○ 

和群美學醫美診所 

台中市北屯區軍功路二段 73

號 

04-2239-0399 

實習時間：10：00～18：00 

陳○○

副店長 何○○ 

蔡宇 台北市 吳○○ 葉○○ 
吳峰璋皮膚科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39 號 1
吳○○ 



林○○ 
樓 

02-29917895 

實習時間：09:00～18：00 

醫師 

吳○○ 

沈○○ 



十二、實習日程表： 
日期 工作項目 進度 備註 
1 月 聯絡實習合作機構 

實習前 

 
2 月 審議實習單位 召開實習委員會 
3 月 完成個人履歷自傳  
4 月 實習單位分配  
5 月 簽訂實習合約書 學生實習家長同意書 
5 月 合作機構公文寄發 學生基本資料表 
6 月 實習說明會  

7 月 1 日 實習開始 
正式實習 召開實習小組會議 

9 月 9 日 實習結束 
9 月 開學 

實習成果 

請同學準時繳交報告 
10 月 實習總檢討會議 
10 月 繳交實習報告 
11 月 實習成果展 

 
十三、實習評量： 
1. 實習報告：於規定時間內繳交。 
2. 實習評量：同學實習成績 50%由實習單位老師評定，50%由實習指導老師評定，實

習總成績最低以六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不授予實習學分（校內教師實習考核

表）。 
（1）實習機構表現(50%)（校外教師實習考核表）。 
（2）實習報告(50%)：請詳實撰寫，於開學一週內繳交各輔導老師。 
 
  



實習單位屬性分類 
屬性類別 機構名稱 屬性類別 機構名稱 

整體造型 

莎士比亞婚紗攝影 

心情故事攝影公司 

紐約時尚婚紗 

仙度瑞拉 

時尚婚紗精緻攝影公司 

花漾藝術美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螢蓁藝術美甲坊 

麗晶美甲 

指愛美麗皇家新時尚美學教育中心 

亞洲色彩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天晴時尚婚紗公司 

俐塔造型沙龍 

美容保健 

植享家股份有限公司 
媚登峯集團 
台灣生醫富麗康股份有

限公司 

葛洛莉企業集團 

海欣國際集團 
香波 SPA 
仙妮蕾德企業集團 

荷柏園 

迪夢兒 SPA 

康姿多儷太興 SPA 店 

醫學藥妝美容 

北港媽祖醫院整形外科 

彰化醫院醫學美容中心 

永康奇美醫院醫學美容中心 

市立安南醫院醫學美容中心 

戴昌隆皮膚科診所 

吳峰璋皮膚科 

邱坤興皮膚診所 

和群美學醫美診所 

首璽格爾抗老化微整形醫美診所 

光復診所 

淨妍醫美診所 

新日康藥局 

麗暉藥師藥局 

丁丁藥局 

慶生堂化妝品工廠 

化妝品行銷 

富悅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宥勝科技有限公司 

日安美妝行銷公司 

妝點企業社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學生實習辦法美容保健科 

96.08.18   96 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96.08.28   96 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 
97.10.23   97 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99.12.20   99 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99.12.29   99 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 
100.04.25  99 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100.05.11  99 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 
101.06.25 100 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101.07.04 100 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 
101.07.18  100 學年度校務會議通過 
103.02.13  102 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103.05.01  102 學年校實習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本辦法係依據專科學校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 
第二條實習目的：將學生於校內所學之美容保健專業知能實際運用，以求理論與實務之結合。 

第三條 本科學生應依規定修畢有關實習之先修課程，方可修實習學分，但與該科同時上課之實習科

目除外。 

第四條實習單位以醫院附設之醫學美容中心、醫學美容診所、美容護膚中心、彩妝造型公司、生技公

司、藥廠、化妝品檢驗機構或化妝品相關單位為對象，商家應有營利事業登記證。 
第五條實習服儀相關規定，應符合實習機構對專業形象要求： 

一、服裝 

(一)實習企業規定之工作服裝。 
(二)白色或淡素色長短袖工作服。(美容工作服) 
(三)學校制服 
二、身體外顯處不可有刺青（紋身）圖案。 

三、女同學髮型以直髮為主，不可燙波浪；髮色以黑髮或自然髮色為主，且嚴禁染成特殊

顏色及雕塑特殊造型。男同學頭髮兩側自兩耳上方剪短一公分、後腦自髮根沿上十五度

剪短三公分。 

四、依據實習企業要求不可配戴戒指、手環、項鍊、耳環、舌環等裝飾品，塗抹有色指甲

油等。 
第六條實習指導老師原則上由本科專、兼任教師擔任。其工作項目如下： 

一、召開實習前說明會：讓同學預先了解單位狀況及實習學習目標。 

二、實習輔導訪視：於實習期間，得不定期前往實習機構單位進行溝通協調和訪視輔導工

作。 

三、實習成績之評分。 

四、參加實習師生座談會。 
第七條實習方式：  

一、見習為實習的第一要件，必須依照實習設備組「服裝儀容」檢查規定，通過導師暨實

習設備組檢查合格，方可參與見習活動。 

二、實習分發為兩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為同學依個人意願與科內核定公告單位進行實習媒合，經確定錄取者，不得擅自

放棄或更改。 

第二階段實習單位分配是則依同學意願、戶籍與居住地、實習排序等三項原則依序排定實

習單位。 

三、實習單位確認排定後，不得擅自放棄或要求更改實習單位。 

 

四、實習排序原則以同學五專採第 1 學年至第 4 學年上學期學之學業成績和操行成績之平

均分數。 



五、若自見習開始至實習結束期間內，學生無法符合「服裝儀容」檢查規定，或因其他因

素無法完成各階段實習課程，則該學分視同延修。若因此影響學生修業年限，請其自行

負責。 
第 八 條 實習單位推薦與審核： 

一、科內專兼任教師與學生均可於每學年實習前提出推薦實習機構之申請。 

二、實習前本科實習輔導教師進行實習單位評估，檢核通過後，提入實習委員會討論，符

合該年度實習需求者始得成為該年度實習機構。 

第九條海外實習： 
一、實習輔導教師洽談海外實習機構合作後，需先提出海外實習計畫書至科務會議通過

後，提交技術合作處、教務處審查，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計畫書內容含完整實習單

位背景、實習生輔導計畫、實習學生之海外急難安置措施、實習生甄選方式以及實習

輔導老師需至海外輔導之相關費用編列並註明經費來源。 
二、所有參與海外實習單位的學生需經過公開甄選形式產生，參加甄選前學生與家長即

必須提供願意參加海外實習甄選證明，錄取後需簽定[海外實習切結同意書]。甄選方

式得以由海外實習機構與科內教師共同討論後公告周知。 
三、學生需自行辦妥出國相關手續，包含往返機票交通、簽證、境外保險等等。 
四、所有因海外實習產生之相關費用，均由學生自行籌措支出。符合[選送學生出國研

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辦法] 之資格者亦可申請校方或教育部補助。 
五、實習前學生必須由實習輔導老師進行實習工作和海外生活輔導並審核通過。 
六、海外實習期間學生必須每日透過網路方式與實習輔導老師保持溝通聯繫，導師、科

主任得不定時聯絡。實習輔導老師需書寫海外輔導紀錄，並可透過導師讓家長清楚了

解學生之狀況。 
第 十 條 離退轉換實習單位申請： 

實習期間學生得依實習狀況，經與實習單位指導老師、校內輔導教師與導師三方充分輔導

溝通後，向實習組提出離退轉換實習單位申請，同學必須審慎評估可能負擔延遲畢業之風

險，申請以乙次為限，經科務會議審核通過使得生效。 

一、離退申請：學生得於復學後，向實習組提出實習申請，由實習組依當年度實習空缺狀

況安排實習單位，不得再度提出離退轉換實習單位申請。 

二、轉換申請：通過後得由實習組安排轉換其他實習單位，但當期如無其他實習空缺，則

須至下一階段由實習組安排實習單位，補足未完成實習時數，實習分數則由第二階段

單位與實習輔導老師共同評量。 

第  十一  條  實習時間: 
本科學生於四年級下學期或五年級上學期或升五年級之暑假進行實習。 

第  十二  條學生分組至各實習場所實習，應推派組長 1人負責，其職責如下：  
一、報到時，如有缺席者，應告知實習單位主管及實習指導老師。  
二、組長應以身作則，促進保持組內之互助合作精神。  
三、與實習指導老師及學校報告並聯繫有關事項。  
四、負責收繳實習作業，並登記缺繳名單。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第十三  條實習報告暨實習評量：  
一、見習報告和實習報告：一律電腦打字。並於規定時間內繳交。 
二、實習評量:同學實習成績 50%由實習單位主管評定，50%由實習指導老師評定，實習

總成績最低以六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不授予實習學分（校外實習考核
表附件）。 

第十四 條學生於實習期間請假，應依「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學生實習請假辦法」辦理
請假及補實習手續。 

第十五 條學生於實習期間之獎懲，應依「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學生實習獎懲辦法」之
規定辦理。 



第十六 條本校實習輔導老師校內校外授課原則：  
為配合實習教學計畫規定：「實習期間，實習輔導老師應不定期親赴各實習機構訪視輔
導」，實習輔導老師可自行調整在校授課課程及申請彈性上班時間，但以不影響其他在
校生學習權益為主。 

第十七條本辦法經本校科務會議和實習委員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學生實習獎懲辦法                美容保健科 

95.12.20 96 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96.08.28  96 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 
99.12.20 99 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99.12.29  99 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 
101.06.25  100 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101.07.04  100 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 
101.07.18  100 學年度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使美容保健科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學生作息正常，遵守實習單位工作體制及規定，特

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獎勵方面： 

一、有下列事蹟者予以適度獎勵： 

學生在實習期間行為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核予嘉獎： 

（一）實習努力，有優良成績者。 

（二）參加公司各種比賽成績優良者。 

（三）拾金(物)不昧者。 

（四）品行端正，足資示範者。 

（五）有其它優良事蹟合於嘉獎者。 

二、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計小功獎勵： 

（一）服務熱忱對提高校譽有特殊事實者(經實習單位提出者，應由實習主管給予承

認)。 

（二）參加正式比賽或參加地區性比賽表現優良者。 

（三）在校外實習或服務，表現優良，光大校譽者。 

（四）校外實習成績特別優良或列為訓練機構前三名，足以他生示範者。 

（五）扶助同學或他人，有事實證明，足以表揚者。 

（六）對特殊事故、偶發事件處置適當，獲得良好評價者。 

（七）拾金(物)不昧，且價值較大者。 

（八）有其它優良事蹟合於小功者。 
 三、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功之獎勵： 

（一）學生在校外實習期間有特殊貢獻者或優良事蹟者。 

（二）愛護學校，有事實表現，足以增進校務發展者。 



（三）冒險犯難、捨己為人，堪為他人楷模者。 

（四）參加全國性比賽，名列前矛者。 

（五）校外實習期間有優異之表現，因而提高校譽者。 

(六）有其它優良事蹟合於大功者。 

第  三  條  懲罰方面： 

        一、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小過以上處分： 

(一)對上司態度傲慢者。 

(二)惡意攻訐同事或助長同事間之糾紛者。 

(三)挑撥離間，惹事生非者。 

(四)破壞團體秩序者。 

(五)在外行為不檢，有損校譽者。 

(六)拾金不報，佔為已有者。 

(七)妨害團體整潔或公共衛生者。 

(八)言語行為有傷風敗俗者。 

(九)服裝儀容不整，有違善良風俗者。 

(十)逾假遲歸者。 

(十一)不假外出者。 

(十二)上、下班無故遲到、早退者。 

(十三)重覆答應二家以上實習單位，情節輕微者。 

(十四)私自轉換實習單位，情節輕微者。 

(十五)具有其它相當於上列之情形者。 

二、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過以上處分： 

(一)具有上列情形之一者，依情節嚴重或經記過處分後仍不知悔改者。 

(二)為他人作不實之證明者。 

(三)在實習時間內聚賭、酗酒滋事或涉足不良場所（如：賭博、電動玩具場所、色情

場所），有損校譽者。 

(四)經常違背學校規定，屢勸無效者。 

(五)假借名義，從事不正當活動者。 



(六)實習期間進行國內（外）旅遊，行為不當，有損校譽者。 

(七）不愛惜公物任意破壞者。 

(八)私自轉換實習單位，未經學校核准同意，情節重大者。 

(九）擅自重覆答應二家以上實習單位，違反誠信影響校譽，情節重大者。 

(十）實習期間，應符合業界對專業形象要求，實習期間如下列情形者有損校譽者，依

校規及科規定辦理。 

1.身體外顯處有刺青或紋身圖案，記「大過一至二次」。 

2.女同學髮型以直髮為主，不可燙波浪；髮色以自然黑髮或偏黑棕色為主，且嚴

禁染成特殊顏色及雕塑特意造型。男同學頭髮兩側自兩耳上方剪短一公分、後

腦自髮根沿上十五度剪短三公分。不符規定者，記「大過一次」。 

3.實習期間，不可配戴舌環，不符規定者，記「大過一次」。 

(十一）有其他不正當行為，足以損害校譽者。 

  第  四  條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學生實習請假暨補實習辦法 
美容保健科 

96.8.18    96 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96.08.28   96 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 
100.07.29  99 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101.01.16  100 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101.1.18   100 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 
101.6.25   100 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101.07.04  100 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 
101.07.18  100 學年度校務會議通過 
103.02.13  102 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103.05.01  102 學年校實習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為期使學生具有專業服務精神，特訂定學生實習請假辦法，凡實習期間請假，均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實習簽到：實習同學到實習機構後在簽到表上簽到，並請各實習機構簽章以茲證明；簽退亦同。

實習結束後簽到表交給店家，由店家連同成績單一同繳回。 
第三條請假事項說明： 

一、請假時應預先通知實習機構，當日請假者，請在早上 08：30 分以前電話告之，並

依規定向學校辦理請假手續，經學校指導老師及實習機構雙方驗證後，才算完成

實習請假手續。 
二、請假同學一律須填寫本校請假單。(三聯單)  
三、未按請假辦法者，或未准假前而離開實習機構者，一律以曠課論。 

第四條凡經排定之輪值人員，必須在實習機構輪值，因故無法出勤者得自行請人代理，並通知實習單

位主管暨帶班輔導老師，無故不到者，視同曠班。 
第五條遲到： 

一、遲到十分鐘以內當天須補實習半小時。 
二、遲到三十分鐘以內當天須補實習一小時。 
三、遲到三十分鐘以上者則以事假論，須補實習一天並提出書面說明。 

第六條曠班：視同曠課論。 
一、凡未依照手續辦妥請假手續者一律以曠課論；曠課總時數達六分之一者需重修。 
二、曠班除減扣在校操性成績之外，每一小時扣實習總成績一分，且須補曠課之三倍時

數。 
第七條病假： 

一、實習學生凡因病不克前往實習者，應於當日上班前通知學校實習指導老師及實習機

構，並於三日內持就醫證明向機構及學校指導教師完成請假手續，未按程序請假，視

同曠班。如需請病假兩日含以上者，亦須每日於上班前通知學校實習指導老師及實習

機構，一般病假以一日為期，須附診斷證明書，兩日以上視為特殊病假。 
二、實習時，如突患急病須就醫診治時，應先報告機構指導教師及機構主管，經准許後

方得離開並補辦請假手續。 



三、病假須依請假時數於規定之實習期限內補足實習時數。 
四、學生於實習期間感染第一類至第五類法定傳染性疾病，應立即停止實習，輔導老師

可視實際情況需要，要求學生請病假，請假天數超過三天（含）以上則依規定補實習。 
備註: (一)第一類傳染病：指天花、鼠疫、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等。 
  (二)第二類傳染病：指白喉、傷寒、登革熱等。 
  (三)第三類傳染病：指百日咳、破傷風、日本腦炎等。 
  (四)第四類傳染病：指前三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監視疫情發生或施行防治必要

之已知傳染病或症候群。 
  (五)第五類傳染病：指前四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傳染流行可能對國民健康

造成影響，有依本法建立防治對策或準備計畫必要之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 
五、請病假之學生，每日扣實習平時分數 0.5 分；同時，請病假一天補一天實習時數，需

於實習期限內完成。 
六、特殊病假，須持教學醫院醫生診斷書證明，經實習指導老師知會導師，經科務會議

通過，最長准予連續病假 10 天，癒後須補足所欠缺之時數。 
第八條事假：一般事假須依請假時數補足實習。 

一、因事不能實習時，應於三天前持家長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向實習指導教師請假，獲

得批准後方得請假，否則以曠課論。 
二、實習期間遇重大特殊事故（如天災、家人事故等）須請事假者，應事先告知實習老

師，並於事後持家長證明補辦事假，經由科務會議討論通過者，請假時數於學期結

束前補足實習時數，如請假一天補一天。 
三、除因重大特殊事故事假者外，不得於事後補辦請假手續。 
四、實習期間請事假者，每次扣實習平時分數 2 分（不含重大特殊事故）；同時，請事

假一天得補二天實習時數。 
第九條喪假： 

一、僅限於直系親屬，事前持訃文證明向實習單位主管完成請假手續，並通知指導老師。

以三天為限，逾時部分以事假論。請喪假一天補實習一天。 
二、旁系親屬之喪葬以事假論。 

第十條婚假 
一、請假由本人、配偶或監護人向實習指導教師報備，3 日內檢具相關證明或喜帖。 
二、婚假採以 1:1 方式補實習。 

第十一條產假（含產假、安胎及流產假） 
一、請假由本人、配偶或監護人向實習指導教師報備，3 日內檢附診斷書申請產假。 
二、流產假天數 
(1)懷孕不足 13 週流產假者，給流產假 14 日（含例假日）；懷孕 13 至 24 週流產者，給

流產假 21 日。 
(2)懷孕 25 週以上流產者可請產假（含例假日）。 



(3)產假天數：以 6 週為上限（含假日及產檢、住院期間）。超過 6 週者以病假處理。 
(4)產假期間該梯實習暫停；予以休養，產假結束後即可申請恢復實習。 
(5)請假時間超過實習時數四分之一以上者，該次實習不計分，另行安排重補實習時間。 

第十二條公假 
一、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或參加全國性考試者得給公假。

二、實習期間，盡量避免請公假，學校給予之公假以二天為限，逾者以事假核記。 
三、參加全國性考試之公假，每次實習只能請一次，事先以准考證向實習指導教師請假，

事後應繳驗准考證。 
第十三條補實習之時間與地點由校方決定。(原則上回原實習機構補實習) 
第十四條補完實習時數後，須填寫補實習證明單，並經實習機構蓋章證明後交學校指導老師備查。 
第十五條學生發生以下情節之一者，實習課程必須重修： 

一、實習缺席時數超過實習規定總時數四分之一者，即超過 10 天 2 小時或 82 小時者)。 
二、實習期間學生出缺勤異常（即有遲到、早退）超過三次者。 
三、學生未能於實習期限內完成該梯次規定總時數。 
四、學生該次實習分數低於 60 分者。 

第十六條補實習証明單，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第十七條本辦法得隨時視需要修正之，修訂請假辦法和學生權益有關，請學生代表參與討論。 
第十八條本辦法經科務會議、校級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校外實習指導老師基本資料表 
指導老師姓名  聯 絡 電 話  

任 職 公 司  電 話  

地 址  

帶實習生經驗 □有□沒有 

相 關 學 經 歷 

 
 

備 註 
請填寫相關證書字號（或影印相關資料佐證） 

*本表請機構指導老師填妥後，送交本校實習輔導老師存參，以建構再次合作之資料，謝謝！ 



校外實習指導老師合作同意書 
本人就職於同意在 105 年 7 月 1 日至 08 月 31 日期間，擔任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美容保健科校外實習指導老師。 
在實習期間，本人願意利用工作空檔時間，每天至少花一小時與實習生進行經驗

分享與實習工作檢討，同時也願意配合敏惠醫專美容保健科實習委員會的請求，填妥

實習生評分表、實習簽到表及與科上老師保持聯繫，共同為美容、保健領域培養優秀

人才而努力。 
此致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實習指導老師簽名：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7 月 1 日 



實習簽到表 
此簽到表目的為提升學生實習品質、加強校外生活輔導及避免造成實習機構管理困難。請您惠予嚴格

督導。實習期間為 105 年 7 月 1 日至 105 年 08 月 31 日。謝謝您！ 
應到時間 :上午時分，應退時間 :下午時分 
實習機構：學生班級：五美姓名： 

實習日期 簽到時間 簽退時間 機構老師簽名 備註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月日 時分 時分   

統計：遲到次早退次公假次 
事假次病假次喪假次曠職次 
＊補實習時間請於備註欄中註明 
機構主管簽名：機構指導老師：輔導老師簽名： 



實習考核表-校內輔導教師 

校內實習教師好： 

    感謝您辛苦付出帶領學校至校外實習，謹此敬致萬分謝意。下列為實習考核表，敬盼您於學生實

習結束後，依學生實習表現，撥冗予以評分，俾便瞭解本校學生實習情形，作為未來改進之參考。 

實習機構名稱：；實習學生姓名：五美四 

實習時間：自民國105 年 07  月 1日至 105 年08月 31日止，共計  328 小時。 

 
    請輔導教師根據學生的表現在每個題項的右方勾選您同意的程度： 

                                                      優  佳  普  尚  不 

                                                        良      通  可  佳 

一、人際關係與溝通能力 

1、 人際關係互動良好。----------------------------  □  □  □  □  □ 

2、 具有良好之溝通表達能力與態度。----------------  □  □  □  □  □ 

3、與人溝通時，能接納不同的看法。-----------------  □  □  □  □  □ 

二、服務態度與敬業精神 

1、不遲到不早退，不隨意請假。--------------------  □  □  □  □  □ 

2、按時完成督導人員交辦的各項工作。--------------  □  □  □  □  □ 

3、能主動學習並能積極協助職場事務。--------------  □  □  □  □  □ 

三、專業與一般能力 

1、 具備基礎專業知識與技術因應職場需求。----------  □  □  □  □  □ 

2、 公司或單位之相關產品與業務(或製程)的了解程度。  □  □  □  □  □ 

3、 其他特殊能力(如：電腦、打字、或外文等)。------  □  □  □  □  □ 

四、工作日誌與心得 

1、準時繳交工作日誌與心得。----------------------  □  □  □  □  □ 

2、日誌與心得內容格式符合規定。------------------  □  □  □  □  □ 

3、日誌與心得內容詳實完整。----------------------  □  □  □  □  □ 

                                輔導教師簽章： 

填表日期：民國年月日 

 

備註：一、本表請禁止實習學生參閱。 

      二、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學生實習辦法第十條，同學實習成績50%由實習單位主

管評定，50%由實習指導老師評定，實習總成績以60分為及格，不及格者不授予實習學分。

＜70分或＞90分，請填特殊成績或不及格報告單，並註明原因。 

綜合評分：___________ 



實習考核表-實習單位 

敬啟者： 

承蒙貴公司的愛護，惠予敝校美容保健科學生實習之機會，謹此敬致萬分謝意。下列為實習考核

表，敬盼貴公司於學生實習結束後，撥冗予以評分，俾便瞭解敝校學生實習情形，作為未來改進之參

考。 

實習機構名稱：；實習學生姓名：五美四 

實習時間：自民國105 年  07 月 1日至 105 年08月 31日止，共計 328 小時。 

    請貴單位督導人員根據學生的表現在每個題項的右方勾選您同意的程度： 

                                                      優  佳  普  尚  不 

                                                        良      通  可  佳 

一、人際關係與溝通能力 

4、 能以適當方式表達個人的觀點。------------------  □  □  □  □  □ 

5、 交談時，口語表達清晰，態度誠懇親切。----------  □  □  □  □  □ 

6、 與人溝通時，能接納不同的看法。----------------  □  □  □  □  □ 

7、 重視團隊合作，與同事相處融洽。----------------  □  □  □  □  □ 

 

二、服務態度與敬業精神 

1、 不遲到不早退，不隨意請假。--------------------  □  □  □  □  □ 

2、 按時完成督導人員交辦的各項工作。--------------  □  □  □  □  □ 

3、 認真學習，經常主動請教輔導人員或其他同事。----  □  □  □  □  □ 

4、儀容整潔，舉止端正。---------------------------- □  □  □  □  □ 

三、專業與一般能力 

4、 具備基礎專業知識、技術。----------------------  □  □  □  □  □ 

5、 公司或單位之產品的了解程度。------------------  □  □  □  □  □ 

6、 公司或單位之相關業務(或製程)的了解程度。------  □  □  □  □  □ 

7、 其他特殊能力(如：電腦、打字、或外文等)。------  □  □  □  □  □ 

四、評語 

五、以下是綜合評分，請評量人員針對學生的實習綜合表現給分。 

    (評分標準：優良100~90、佳89~80、普通79~70、尚可69~60、不佳60以下。)   

 

             單位主管簽章：   日期：民國年月日 

備註：一、本表請禁止實習學生參閱。 

      二、同學實習成績50%由實習單位主管評定，50%由實習指導老師評定，實習總成績以60分為及

格，不及格者不授予實習學分。低於60分或高於90分，均請註明詳細原因並另填特殊成績

報告單或不及格成績報告單。 

三、本表評分後，請直接交給實習指導教師。 

綜合評分：___________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學生實習請假單 
姓名  實習機構  
班級  學號  
假別 □事假□公假 

□喪假□病假 事由  
證明文件  
時間 自年月日時起至年月日時止，共日時 

補實習時間 自年月日時起至年月日時止，共日時 
機構 
主管  機構 

指導老師  學校 
輔導教師 

 

第一聯：實習單位備存 
-------------------------------------------------------------------------------------------------------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學生實習請假單 
姓名  實習機構  
班級  學號  
假別 □事假□公假 

□喪假□病假 事由  
證明文件  

時間 自年月日時起至年月日時止，共日時 
補實習時間 自年月日時起至年月日時止，共日時 
機構 
主管  機構 

指導老師  學校 
輔導教師 

 

-------------------------------------------------------------------------------------------------------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學生實習請假單 

姓名  實習機構  
班級  學號  
假別 □事假□公假 

□喪假□病假 事由  
證明文件  
時間 自年月日時起至年月日時止，共日時 
補實習時間 自年月日時起至年月日時止，共日時 
機構 
主管  機構 

指導老師  學校 
輔導教師  

 



美容保健科補行實習證明單（第一聯學生自存） 
實習學生______________ 
於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時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止 
共計_____日_____ 時，在本機構實習，經確認無誤。 

 
實習單位： 

 
主管：（簽章）日期： 

 

美容保健科補行實習證明單（第二聯實習機構存查） 
實習學生______________ 
於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時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止 
共計_____日_____ 時，在本機構實習，經確認無誤。 

 
實習單位： 

 
主管：（簽章）日期： 

 

美容保健科補行實習證明單（第三聯實習指導教師存查） 
實習學生______________ 
於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時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止 
共計_____日_____ 時，在本機構實習，經確認無誤。 

 
實習單位： 

 
主管：（簽章）日期： 

本單一式三聯 
 



105 年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 

 校外實習訪談單 

實習單位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校內指導老師  校外指導老師  

實習學生  

1. 實習生在工作崗位上，專業技能的學習狀況。優 良 可 待改進  劣 

2. 實習生在工作崗位上之出勤狀況。優 良 可 待改進  劣 

3. 實習生與工作場合人際互動情況。優 良 可 待改進  劣 

4. 實習生於職場學習工作技能狀況。優 良 可 待改進  劣 

5. 實習生職場禮儀學習態度。優 良 可 待改進  劣 

6. 實習生之個人現況滿意度。優 良可待改進劣 

7. 實習生對工作的整體滿意度。優 良 可 待改進  劣 

*其他記錄事項: 

 

 

訪談照片 1 訪談照片 2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實習學生特別事件報告表 

事件發生過程（請詳填）： 
 
 
 
 
 
 
 
 

實習指導教師處理情形及建議： 
 
 
 
 
 
 
 
 
 
 
實習組處理： 
 
 
 
 
 
 
 
 
美保科實習組 美保科主任 導師 教官室 校長 

     
學輔中心 學務處 主任秘書  

    
 
 

實習單位： 
實習指導教師： 
導師： 
填報日期：年月日 

學生姓名： 
班級：年班 
座號： 
事件發生日期：年月日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 

實習成績不及格報告單 
實習單位： 
實習期間：年月日～年月日 
實習指導教師： 
導師： 

學生姓名： 
班級： 
學號： 
實習成績： 
填報日期：年月日 

學生實習場所表現及實習指導教師處理過程（請詳填日期及事件）： 
 
 
 
 
 
 
 
 
 
 
實習指導教師建議事項： 
 
 
 
 
 
 
單位主管或其他人員意見： 
 
 
 
 
 
 
 
導師： 
 
 

美保科實習組： 美保科主任：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美容保健科實習成績特殊報告單 

實習單位:                         實習指導教師： 
學生班級：學生學號：     
學生姓名：實習成績： 
 
日期 

(年月日) 實習學生表現 實習指導教師觀察及處理 實習單位主管或 
其他人員意見 

  
 
 
 
 
 

  

指導教師

簽章 
 

簽章  

註: 實習成績超過 90 分以上或低於 70 分以下，請具體陳述學生實習事實狀況 
 



實習過程需完成的表單總表 
學生 實習單位 實習老師 

家長同意書(實習前繳

交) 
指導老師合作同意書 實習前說明會記錄（含照片） 

學生基本資料表(實習

前繳交) 
指導老師基本資料表 2~3 次訪談單（含照片） 

實習報告(實習後繳

交) 
實習單位滿意度調查表 校內實習考核表 

學生滿意度調查表(實
習後繳交) 

簽到表 成績表（紙本需蓋章） 
校外實習考核表 實習單位評估表 

實習輔導紀錄 
必要時填寫: 
特殊事件報告表 
實習成績特殊報告單(<70&>90) 
實習成績不及格報告單(<60) 

 
*所有表件均可至美容保健科網頁下載 
下載點:學校首頁教學單位美容保健科首頁 [申請表單]專區 

*所有企業專區與教師專區文件，為顧及個人隱私，請勿交由學生繳回實習設備組。 
 



實習生工作時間表 
*實習生需於 105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期限內完成規定時數。 
*學生若有請假或遲到、早退之情形，依照規定補滿工作時數。 
*學生依規定每日工作 8 小時。 
*五專實習總時數 328 小時（41 天）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