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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觀光學系 

專業實習課程說明 

一．實習課程內容說明： 

義守大學觀光學系(以下簡稱本系) 實習課程共分為二大階段。 

第一階段：包括校內實習（一）、校內實習（二），二大項實習均達及格標準，方能取得

該課程之學分。 

第二階段：為觀光專業實習及觀光實務實習，必須在觀光相關業界實習至少六個月(960-

1,040小時)服務時數，方能取得該課程之學分。 

（一）第一階段：校內實習（一）、校內實習（二） 

課程 方式 評分標準 備註 

校內實習（一） 

(二上) 

分組至實習旅行

社值勤（暫定） 

每組繳交一份企劃書

與個人心得報告書 

1.依班級人數多寡調整組數。 

2.校外實習前，學生需完成下列

事項，始具分發資格： 

(1)修習且通過本系大一與大

二上之院必修與系必修課

程至少 25 學分。 

(2)修習且通過一門服務學習

課程，或完成志工服務 40

小時。 

(3)完成校內實習。 

校內實習（二） 

(二下) 

分組規劃觀光活

動（暫定） 

每組繳交一份企劃書

與個人心得報告書 

 此二項實習皆需在該開設課程學期結束前完成；雙主修生及轉學生，得延後一學年。 

 校內實習方式及內容，可由當年度實習督導小組會議決議變動。 

（二）第二階段：觀光專業實習、觀光實務實習，採個人計分制。 

課程 方式 評分標準 備註 

觀光專業實習 

觀光實務實習 

(三年級) 

業界至少六個月 

(960-1,040 小時

服務時數)  

1.每位實習生需繳交一份觀光專

業實習心得報告。 

2.實習單位提供業界實習證明書

及業界實習成績。 

3.每位實習生需參加至少一次實

習生返校面談(海外實習除外)。 

返校日期為 

107/03/14(三) 

107/03/21(三)  

實習生可自行選擇

返校的日期。 

P.S.請先通知系上

欲返校的日期。 

 全班分為大三第一學期及大三第二學期實習，依實習單位面談結果安排工作。 

 

 

 

 



義守大學觀光學系 

觀光專業實習及觀光實務實習說明及流程 

 

壹、觀光專業實習流程 

              觀光專業實習及觀光實務實習－說明會 

 

 

系實習督導小組 

提供實習單位名單 

自尋實習單位 

公布分發時間依成績登記分發 取得實習單位同意 

至實習單位接受面試 填寫自尋實習單位調查表 

確認實習單位 經系實習督導小組同意 

繳交家長同意書及切結書 

健康檢查表及履歷表 

（依各實習單位之規定繳交） 

報     到 

（依各實習單位之規定時間） 

實習督導小組訪視 

實習完成，繳交觀光專業實習心

得報告、業界實習成績 

每年三月份或九月 

大 

三 

 

實習開始 



貳、觀光專業實習及觀光實務實習－實習辦法 

一、實習期間：三年級，分三上及三下校外實習六個月。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三上）：8月~1月或依各實習單位起訖時間為原則。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三下）：2月~7月或依各實習單位起訖時間為原則。  

二、課程目標：本課程主要的目標如下： 

（一）落實觀光管理相關理論與實務結合之教育目標。 

（二）學習顧客關係、公共關係管理及危機處理。 

（三）學習各部門如何溝通協調，以達成企業既定目標。 

（四）熟悉各部門業務及作業流程，以了解職場實際運作情形。 

（五）建立專業認同感、自我肯定及自信心。 

（六）學習企業倫理、職業道德及敬業精神。 

（七）探索未來的志向、目標及發展。 

三、實習內容 

課程 方式 評分標準 備註 

觀光專業實習 

觀光實務實習 

(三年級) 

業界至少六個月 

(960-1,040 小時

服務時數) 

1.實習期間：每位實習生需

參加一次實習生返校面

談。 

2.實習結束：每位實習生需

繳交一份觀光專業實習

心得報告，實習單位提

供業界實習成績。 

實習心得報告於實習結束

一週內寄至 

isutourism@isu.edu.tw， 

檔案名稱為：學號-姓名。

如 10371123A-劉帥帥 

（一）實習時間 

1. 觀光專業實習及觀光實務實習安排於三年級上學期或下學期校外實習六個月，實

習期間應依實習單位之作息規定，總實習時數至少為960-1,040小時。 

2. 如因學生特殊狀況需求，得經義守大學觀光學系實習督導委員會開會決議後實施。 

3. 若未來有意出國進修觀光管理領域的同學，則需注意國外學校所需之實習時數，

以斟酌延長實習時間。 

（二）實習單位的選擇 

實習單位的選擇主要分為三大方向： 

1、系上提供的建教合作實習單位 

（1）本系於每學年學期開始調查可能實習機構之實習生需求，並於三月或九月時召

開觀光專業實習說明會並公佈各實習單位需求情況。 

（2）同學必須於實習前先依系上所提供的實習單位參考名單，依照自己未來生涯發

展的目標來選擇希望前往實習的單位。 

（3）系上所提供實習單位經二次面試不錄取時，學生可自行安排實習單位。實習單

位需經本系審核通過，並能配合本系簽約、安排訪視、聯繫及評分之要求。 

（4）實習單位是否提供食宿、勞保、健保或薪資等，由各實習單位自行決定，並將



相關資料公佈予學生参考。 

2、學生自行尋找的實習單位：必須經實習督導小組審查同意後始可進行專業實習。 

學生在自行尋找實習單位時，須考慮之原則： 

（1）實習單位必須要能符合本系之教育目標。 

（2）實習單位必須要有專人負責實習督導及評量工作，並與系上保持聯繫，並於實

習結束時填寫業界實習證明書及實習成績。  

（3）學生正式決定自尋實習機構之前，必須先填寫「義守大學觀光系學生自行推薦

實習單位申請書」及「義守大學觀光系實習單位同意書」，將欲實習單位之規模、

型態及欲實習部門、實習內容等資料填妥，並經實習督導小組審查同意後，始

可進行專業實習。 

3、海外相關觀光實習單位 

僑生或外籍生欲回僑居地或祖國實習，或有意到海外實習的同學，須事先提出申請，

並經實習督導小組審查通過後辦理。 

（三）觀光專業實習及觀光實務實習課程開課學期： 

三年級第一學期或第二學期（9學分）。觀光實務實習4學分，觀光專業實習5學分；

共計9學分。 

  （四）特殊狀況處理原則： 

         分發至實習單位後，若遇嚴重的適應問題時之處理程序如下： 

(1)先回報系上及說明詳細狀況，由系上先協助處理。 

(2)若需更換單位時，需交由系實習督導委員會開會處理。 

 

参、觀光專業實習及觀光實務實習分發辦法 

ㄧ、系實習督導小組由系主任、班導師及其他相關老師組成。每年隨著班級不同而改變成員。

將會安排老師訪視學生，並不定時舉行會議，了解學生實行情形。 

二、每學期由主任及實習督導相關老師拜會各實習單位，進行合作關係，並寄發實習意願調

查表，以了解實習條件及徵求實習名額。 

三、校外實習分發除了學生興趣及生涯規劃外，並考慮各單位的需求及條件（外語聽、說能

力、身高、體重、外型及特殊條件等），由各班導師先進行協調。 

四、第一次分發前，每人只得選擇一家實習單位進行面談，如未獲實習單位錄取，則由系內

進行下一梯次的分發。下一梯次分發前系內會公佈仍有空缺名額，讓同學再次填寫志願

進行分發。 

五、同學若不符合系上及實習單位服裝儀容及其它相關條件的要求，系實習督導小組有權要

求同學改善直至符合標準後再進行分發。若同學一直不願改善，導致無法輔導安排實習

時，其後果由同學自行負責。 

六、實習期間不遵守實習單位規定及要求，經屢次規勸不聽而遭退訓者，經系內實習督導小

組開會討論其原因，若純屬學生過錯，則此學期的校外實習成績將不予承認。 



七、分發當日，學生無故不到則視為放棄；若有重大情事，必須事先請假，後由實習督導小

組專案處理。 

 

肆、觀光專業實習及觀光實務實習相關報告與評量 

一、觀光專業實習及觀光實務實習成績之評定計四項： 

1. 實習單位之工作評分佔 60 %。 

2. 實習輔導小組訪視成績佔 10 %。 

3. 觀光專業實習心得報告佔 25 %。 

4. 實習返校面談 1次佔 5 % 

二、觀光專業實習及觀光實務實習五項評分成績不得有任一項實習成績零分。 

三、實習單位之工作評分項目按照： 

實習期間學生不得任意缺席，如需請假應依實習單位請假規定辦理，並得經實習單位督

導人員同意，且於事後補滿實習時數，及必須執行實習單位督導人員所指派的工作。實

習結束後，實習單位之督導人員將依學生表現予以評分。評分標準如下： 

（一） 工作技術能力。 

（二） 學習精神。 

（三） 工作態度。 

（四） 團隊合作精神。 

（五） 出缺勤狀況。 

※各佔 20分，共計總分為 100 分。 

※曠班每一小時扣實習總成績一分。 

四、實習輔導小組訪視成績 

實習督導小組安排訪視教師作定期或不定期訪視，並填寫「義守大學觀光學系觀光專業

實習學生訪視紀錄」；實習學生也必須主動與負責教師聯絡，報告實習情形及尋求相關支

援。實習督導小組依學生表現及互動性給予評分。 

五、實習心得報告書請於實習結束一週內(或另行公告)，將電子檔寄至 isutourism@isu.edu.tw，

報告書紙本(彩色印刷膠裝)一份郵寄學校繳交。郵寄地址如下： 

840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 1段 1號義守大學觀光學系李姿慧系助收，郵戳為憑，逾時

心得報告以零分計算） 

1. 觀光校外實習心得報告一律採用統一格式，以電腦打字，字型為標楷體，字體大小

為 12、上下左右邊界 2.5cm、行高 1.5 倍，A4 紙印出，並以學校指定封面裝訂成

冊，否則不予計分。(心得報告指定封面請自行至系網頁下載) 

2. 學生應依規定期限內繳交觀光校外實習心得報告，並於實習結束後一週內將報告繳

交至系辦公室。 

3. 校外實習心得報告遲交、不依規定格式、用紙書寫，及內容不符合規定者，得扣實

習報告總分十分(遲交者每遲交一日，扣實習報告十分)。 



 

觀光專業實習及觀光實務實習心得報告撰寫格式 

1. 前言 (3 頁~5頁) 

(1) 實習單位之設立背景 

(2) 實習單位之各營業部門介紹 

(3) 實習單位之主要營業對象 

(4) 實習單位之未來趨勢 

2. 實習單位介紹 (12頁~15頁) 

(1) 實習單位之組識簡介 

(2) 實習單位之工作內容 

(3) 實習工作執掌 

(4) 實習工作之標準作業流程 

3. 實習日誌 (7頁~12頁)： 

(1)記錄實習時所發生之重要事記 

(2)親身經歷之個案或他人發生之個案 

4. 實習心得報告 (5頁~8頁) 

(1)實習工作心得與收獲 

5. 檢討與建議 (3頁~5 頁) 

(1)關於自已 

(2)關於學校 

※校外實習報告評分表(請自行至系網頁查詢評分內容) 



 

伍、觀光專業實習及觀光實務實習獎懲辦法 

（一）觀光專業實習期間，為維護學生正常作息並遵守學校與實習單位工作出勤及規定，特

訂定本辦法。 

（二）本系科同學於觀光專業實習期間，仍視為本校學生，各項行為宜自我加以檢點，如有

優良或不良表現則依現行學生手冊規章處理。 

（三）獎勵方面： 

實習時有優秀表現(包括服務熱誠提高校譽、經常保持服裝整潔、攝影技術有特殊表

現者)，經考核良好或有特殊事蹟者(經實習單位主管提出均給予承認)，加學期實習總

成績 1~5分。 

（四）懲罰方面： 

1.學生如有下列行為者，實習單位得予以退訓處分： 

(1) 有竊盜或詐欺行為者。 

(2) 處理實習單位財務有舞弊行為者。 

(3) 在實習單位聚賭、酗酒不聽勸告者。 

(4) 在實習單位內打架滋事者。 

(5) 向顧客強索小費者。 

(6) 介入色情媒介者。 

(7) 未經正當手續私自向客人兌換外幣者。 

(8) 利用職務謀取不當利益(如受賄，圖利他人)或以實習單位名義對外招搖撞騙者。 

(9) 觸犯刑法獲判拘役以上刑罰者。 

(10) 訛詐、辱罵或威脅主管者，或散佈謠言損害他人名譽者，或以任何方式使用暴

力或誹謗實習單位者。 

(11) 擅將實習單位及他人財物攜離該實習單位者。 

(12) 拒絕執行派定工作或不服調動者。 

(13) 煽惑他人不服實習單位規定或鼓動他人怠工，集體請願或製造糾紛者。 

(14) 不愛惜公物任意破壞者。 

(15) 騷擾或刺探客人私生活者。 

(16) 在實習單位內與客人或同事有不道德或猥褻行為者。 

(17) 半年內被實習單位記大過兩次，大過累計達三次，嚴重違犯實習單位人事管理

規定或嚴重違反本校所訂定共同守則者。 

(18) 連續曠職三天以上，或半年內曠職累計達七天者。 

(19) 其他符合實習單位人事規章革職之規定行為或事項。 

2. 學生於觀光專業實習期間遭實習單位退訓者，若非經實習督導委員會認定之特殊理由，

已實習時數不予計算；情節嚴重者並依校規處分。 

3. 學生於觀光專業實習期間，如因： 

(1) 奇裝異服。 



(2) 蓬頭垢面。 

(3) 髮長有礙衛生。 

(4) 私自離開實習單位。 

(5) 頂撞悖逆態度不佳。 

(6) 經常遲到、早退、請假。 

(7) 吸毒、濫用藥物。 

(8) 出入不正當場所。 

(9) 盜竊器材、顧客財物或拾到失物不立即上報。 

(10) 因疏忽造成實習單位或客人損失。 

(11) 妨礙學校聲譽。 

(12) 請人代工、代打卡。 

(13) 在外打工或兼差。 

(14) 其他如違反公司員工規章規定之行為或事項。 

以上行為且連續犯錯，經實習單位糾正無效，導致實習單位認定無法繼續在該單位

實習者，經實習督導小組審議通過，其已實習時數不予計算。 

 

陸、觀光專業實習守則 

一、 學生於觀光專業實習期間在實習單位工作時應保持良好之服務品質及維護良好校譽。 

二、 學生觀光專業實習工作以觀光部門為主，實習生應遵照實習單位之安排，不得任意拒

絕。 

三、 對待客人要時時表現親切及禮貌的態度，務使每位客人滿意。 

四、 除指定地點外，不得在任何地方吸煙，行走中嚴禁吸煙及亂丟煙蒂。 

五、 遵守實習單位各項服裝儀容之規定。 

六、 不得穿著實習單位之制服外出。 

七、 下班前或上班中嚴禁飲酒及賭博。(住宿實習單位宿舍者比照辦理) 

八、 無實習單位之同意或放行條，任何物品不得攜出該實習單位。 

九、 學生上下班進出實習單位，一律遵守該單位員工進出之規定。 

十、 拾獲遺失物品時，應立即送交實習單位處理。 

十一、 若非公務需要，不得使用客用設施、設備 (如客用電梯、電話、洗手間、及其他相

關休閒設施等) ，應使用實習單位員工專用之設備。 

十二、 不得使用實習單位之營業地址為個人之通訊地址。 

十三、 辦公室及工作時間內不得接聽私人電話，電話限於公務接洽，長話短說，私人電話

可利用員工專用指定地區之公用電話。 

十四、 值勤時間內非工作上需要，不得隨意走訪其他同仁，或逗留非屬本人工作之區域。 

十五、 未經許可不得逗留實習單位之公共區域。 

十六、 學生地址或電話如有變更，應隨時報告單位主管、人資部門及導師與家長。 



十七、 不得隨意請假或曠職，應遵守實習單位員工之請假規定。 

十八、 實習結束前應繳還制服及各項器物，並遵照實習單位離職員工手續辦理。 

十九、 學生不得私自攜帶酒類、毒品、爆裂物等危險物品進入飯店。 

二十、 學生於觀光專業實習期間應以實習單位之工作為主，不得在實習單位以外之地方打

工或兼職。 

二十一、 實習期間應參與各區之固定集會，各區由小組長負責安排及聯絡導師及相關細節。 

 

 



義守大學觀光學系  學生校外實習考核表 

實 習 單 位  

學 生 姓 名  

實 習 部 門  

實 習 期 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評 分 項 目 分 數 評  語 

一、工作技術能力      20 分   

二、學習精神          20 分   

三、工作態度          20 分   

四、團隊合作精神      20 分   

五、出缺勤狀況        20 分   

總      分  

實習期間累計 

缺勤狀況 

病假：    天    小時         事假：    天    小時 

公假：    天    小時         曠職：    天    小時 

喪假：    天    小時         遲到：    次 

總   評  

簽     章 

實習指導人員：              實習單位主管： 

人事單位主管：              單位章： 

備註 

1.請在評語內對實習表現做具體之敘述與建議，俾作今後實習改進之參考。 

2.請於 107 年○月○日前回覆電子檔或將紙本寄回本系(84001 高雄市大樹

區學城路一段一號觀光學系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