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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實習辦法
100 學年度第2 學期第6 次系務會議通過101.06.05
96 學年度第1 學期第6 次系務會議通過96.11.20
95 學年度第2 學期第2 次系務會議修訂96.03.20
95 學年度第1 學期第7 次系務會議修訂95.11.28

一、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六條辦理。
二、 本辦法適用於本系大學部學生(含日間部、進修學士班、學士二年制在職專班)。
三、 實習目標
（一） 協助學生了解家庭與兒童相關機構之組織架構、運作狀況並學習適應機構內之組織文化
和工作氣氛。
（二） 協助學生以案主、實務工作者和機構的立場，培養問題解決和批判反思的能力。
（三） 促進學生在有興趣的領域中進行探索和接觸，並建立理論和實務的對話與連結。
（四） 協助學生建立專業態度、培養專業倫理，增強專業認同感。
四、 實習機構基本要求
（一） 產業型：公司需立案或營業許可證等。
（二） 基金會：社教司/內政部等登記立案。
（三） 幼兒園(幼稚園/托兒所)：1.需立案。2.以評鑑甲等以上優先。
五、 實習時間
（一） 本實習於暑假（每年 7-8 月期間）或學期中課餘時間進行。
（二） 本實習需在同一機構下，進行密集之機構實習，每日實習時數不得超過 12 小時，總實
習時數不得低於 200 小時(欲取得教保員資格者至少實習 240 小時)。
（三） 本實習之夜間及假日實習，每日晚上不得超過 4 小時，超過仍以 4 小時計，每日白天不
得超過 8 小時，超過仍以 8 小時計。
（四） 若機構有特定的期待或要求，且實習督導老師均認為有必要時，得延長實習時數，學生
不得異議，否則視同放棄實習學分。
（五） 每天或每週實習之時間（時數）
，學生需配合機構之要求。
（六） 實習時數係指在實習機構進行學習之時數。
六、 實習程序
課程

主要事項
1.專業觀摩課程中進行實習說明會
2.繳交實習機構志願表

於『專業觀3.聯絡實習機構並確定實習機構
摩』課程中安
4.繳交履歷、自傳及實習計畫書給任課教師修改
排
5.將修改後之履歷、自傳及實習計畫書繳交至系辦公室，以進行發文流程
6.學期末，教師進行實習手冊導覽並進行實習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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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學期結束前，學生持實習手冊、實習契約書，親自拜訪實習機構。而後繳回實習契約書
9.學生至機構實習
暑假期間

10.學生與本校實習老師確認訪視日期。老師於訪視後撰寫訪視紀錄表。
11.每週固定 E-MAIL 實習心得檔案給予實習指導老師

於『專業實12.安排學生進行實習報告及繳交實習總報告(書面資料)
習』或『幼兒
13.實習成果展之整體規畫與執行
園教保實習』
課程中安排 14.教師及學生推選實習報告及內容豐富之組別，至大三進行實習經驗傳承
註一：時程表日期，依每年行事曆略有調整，詳細日期另行公佈。
註二：實習總報告的繳交時間，若督導老師另有規定，則依老師的時程為主。
註三：同機構實習者，由實習會議視機構規模大小，最多 4 位學生同時實習。
註四：大台北地區以外實習者，需經由實習會議審核通過後，方可執行。
七、 職責
（一） 實習指導老師的職責
1. 實習指導老師需負責學生實習機構之說明會、申請、協調和確定，並接洽相關之實習機
構。
2. 實習指導老師需協調學校各督導老師之負荷量和聯繫相關事宜。
3. 實習指導老師需統整學生實習總成績。
4. 實習指導老師應在實習期間，至少拜訪機構一次(並得視需要以電話進行聯繫)，以了解
及評估學生實習狀況，以協助學生獲得更適當之實習經驗。
5. 實習指導老師應在學生實習前、實習期間或實習結束後，與學生進行個別或團體督導。
6. 實習指導老師應詳細規定和評閱學生實習作業，並給予指導。
7. 行政老師應在實習初期致送機構督導聘書，並在實習結束後致送謝函。
（二） 實習機構及機構督導老師的職責
1. 實習機構需推介資深同仁擔任機構督導老師；若於學生實習期間有更換督導，應知會實
習指導老師。
2. 實習機構需協調機構督導老師之負荷量及聯繫相關事宜。
3. 實習機構於學生實習期間，應接受實習指導老師實地拜訪至少一次(並得視需要以電話進
行聯繫)，以了解及評估學生實習狀況，協助學生獲得更適當之實習經驗。
4. 機構督導老師應在學生實習期間，與學生進行個別或團體督導。
5. 機構督導需批閱學生實習心得報告。
6. 機構督導須於學生實習結束後兩週內將實習評分表寄回。
（三） 學生的職責
1. 了解自己的興趣，選擇適性之實習機構。
2. 填寫實習志願調查表和相關實習申請資料，於期限前繳交。
3. 若機構要求實習前面試，學生需通過面試方能至機構實習。
4. 若機構有課程上要求，需依規定修畢，方能至機構實習。
5. 機構要求實習前需充實相關知識，應先行準備和閱讀。
6. 實習期間遵守專業倫理守則。
7. 實習期間所需之實習費用、食宿、交通、保險等費用，應由學生自理。
8. 實習期間應遵守機構相關規定，準時上、下班，不遲到、不早退。
9. 實習期間請假者，得依學生手冊請假規則辦理，並依序由機構督導核可後會簽實習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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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老師，請假經核可後，仍需補足實習時數。
應讓實習指導老師和機構督導了解實習學生的實習情形，及所遭遇之困難。
應完成學系和機構規定之實習時數和作業。
應參加實習指導老師或機構督導所召開之個別或團體督導會議。
實習結束後，應完成機構所交辦之所有事項，並完成相關資料的移交工作。
實習期間任意中途停止者，本階段實習視同放棄，不予計分。
實習期間，不得要求實習機構支付薪津。

八、 實習作業
（一） 實習書面檔案內容至少須包括：實習機構介紹、實習起訖日期、實習日誌或實習週誌、
實習心得總報告、實習成果展資料、實習照片說明及實習報告 PPT 等。
（二） 若機構督導或實習指導老師認為有必要依實習內容調整實習作業時，可依實際需要另訂
之。
（三） 實習日誌或實習週誌，需每週按時繳交，實習心得總報告則在實習結束一週內繳交，若
機構對繳交時間有特定要求者，則依機構規定處理之。
九、 評鑑與考核
（一） 實習成績由實習指導老師及機構督導共同評定之。
（二） 機構督導以學生之實習態度、專業知能、出勤考核、實習報告、人際關係進行評分，此
項成績佔學生實習總成績之 50％。
（三） 實習指導老師以學生之實習日誌（週誌）
、總報告及成果展內容等各項進行綜合評分，
此項成績佔實習成績之 50％。
十、 獎懲規定
（一）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如有下列情形者，得予以獎勵：
1. 學習態度積極，能提供具創意的想法，並協助實習機構推展工作有具體成效者。
2. 其他優良表現者。
上述情形，經實習機構提報表現優良，且經實習總檢討會及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後，簽送
業管單位獎勵。
（二） 學生於實習期間若有下列情形者，應予以懲戒：
1. 未經許可、交接擅自離開實習機構者，實習課程重修。
2. 實習期間因個人行為損害實習機構名聲或損害本校/本系名譽者，經實習單位與實習指導
老師聯繫確認情節後，得立即終止學生實習，且學生實習課程須重修。
3. 其他錯誤合於校規懲處者。
上述各款，經查證屬實後先由實習生提出書面報告，繳交實習指導老師審閱後，逕送系
務會議決議後執行。
十一、 其他
（一） 幼兒園/托兒所/幼稚園之實習至少需有三次試教。
（二） 101 學年(含)以後入學之學生，需執行服務學習時數 12 小時；100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
需執行服務學習時數 6 小時。服務學習時數須於大四修習「專業實習」課程前完成，始
得修習專業實習課程。
（三） 學生實習期間若有特殊因素需終止實習，應先立即與實習指導老師進行討論。
十二、 本辦法未盡事宜之事項由實習會議討論後逕送系務會議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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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實習須知

一、 實習前準備 - 找尋機構期間
（一） 履歷表
依照學生個人特質進行設計。
內容包含：實習生姓名、手機、市話、E-mail、個人經歷(社團、幹部、工讀等)、修課(可強調與
實習機構領域較相關之課程)、緊急連絡人姓名/電話等
（二） 自傳
第一段 簡單自我介紹
講重點，不是在看你的傳記，重點在了解求職者的家庭背景是否單純，單身或結婚，是否有小孩，
這在如果要招募海外派外人員時會是個考量，或是需要經常出差的職務，也要考慮家庭因素。
第二段 工作經驗
社會新鮮人：當求職者沒有正式工作經驗時，看求職者是否有提供社團經驗或是打工經驗，是否
參予任何訓練課程，取得相關證照，以此類推其工作態度及工作能力與潛力，還有積極度。
具工作經驗者：了解求職者在公司規模、職務內容、工作項目、離職原因及貢獻度等項目。對求
職者的工作能力可以有更好的理解，如果能提供成功案例或是營業數字，與證明為佳，增加說服
力。
第三段 自我特質說明
重點在了解求職者的人格特質，影響錄取與否的關鍵因素並不在於工作經驗多寡或是能力的高低
，而是求職者的人格特質是否與求才公司的企業文化相吻合，同時是否具有正向積極的工作態度。
第四段 應徵工作的積極性
主要是在考量求職者的生涯方向是否能跟公司的未來發展劃上等號，可以了解求職者未來進公司
之後的穩定度，是否在短期間內離職。
（三） 實習計畫書
依機構性質進行撰寫。
內容包含：申請實習機構之全稱、實習生姓名、學校實習指導老師姓名、預定實習起訖、實習動
機、實習目標、實習內容(請參閱附件一)、實習期待等進行撰寫。
二、 實習前準備 – 機構確認後
（一） 再次修訂實習計畫書：應詳列說明每個階段之實習期待
（二） 於實習前拜訪實習機構：學生應攜帶實習手冊、實習契約書及修訂後之實習計畫書前往
實習機構拜訪。
三、 實習期間注意事項
（一） 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明瞭及配合實習機構之各項規則。
（二） 實習期間，應以積極、主動、負責、認真之學習態度執行各項實習工作，嚴禁在實習場
所處理私人事務，如：寫作業、看書、聚眾聊天、私人會客、接打私人電話或手機(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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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一律關機)、擅自點用外食入園內食用…等。
（三） 實習期間應依各實習機構規定配合穿著，以樸素為原則，勿著迷你裙或窄裙，並應避免
濃妝或奇裝異服；蓄長髮者應紮起，勿遮蔽顏面或披頭散髮；指甲應修剪，不得留長或
塗染，頭髮不可染太突兀之色彩，且勿穿戴下垂式耳環。。
（四） 實習期間請注重禮節及應對進退。
（五） 實習期間，請依各實習機構規定簽到或打卡，不遲到、不早退，樹立專業精神。
（六） 實習開始時，應盡速熟悉實習機構相關業務工作人員(園所班級教師及幼兒)姓名，主動
問安，建立友善關係。
（七） 對於實習機構之各種設備、器材宜小心使用，並愛護各項公物及設施。如有損壞，請告
知有關人員，並依該機構規定情形處理。
（八） 實習期間，若家長或其他人員提出與機構相關之問題，非關教保實習者，不可隨便回答，
應請教或尋求機構之督導或其他相關人員協助解決。
（九） 除目前已在該機構任職者，其餘人員實習期間不可領取機構任何鐘點費或車馬費，否則
該實習學分不予計算；若有特殊情形者，需先報備學校實習指導老師。
（十） 實習期間非萬不得已，不准請假；必需請假者，須經過實習指導教師、實習機構督導同
意，並另行安排時間補足實習時數。
（十一）實習期間不得任意離開實習機構，否則以曠課論。
（十二）實習期間請佩戴個人名牌以資識別。
（十三）實習生應於每次實習結束後，主動與實習機構督導討論該日實習過程中所遭遇之問題，
並檢討之。
（十四）除教育目的需要，實習生不得洩露實習機構之個案狀況或其家庭私事。
（十五）實習生需與其他實習生充分合作與相互協助，並避免聚眾批評教師或實習園所。
（十六）未經實習機構同意，不得任意翻閱機構相關資料或取拿機構物品。
（十七）實習期間若遇園所交付不合理之工作項目或不友善的態度，應先向實習指導教師反應。
（十八）務必攜帶實習手冊，並填寫實習日誌(週誌)，以免日久遺忘。
（十九）實習期間嚴禁吸毒或濫用藥物，違反規定者，將依校內學生獎懲辦法處分。若涉及刑事
責任，亦依相關規定交付處分。
（二十）實習期間未徵詢園所或機構督導同意前，請勿擅自在園所或機構拍照。
(二十一)實習期間應隨時與本校之個別實習指導老師保持聯繫，以便學校了解實習之狀況。
(二十二)實習期間請將實習機構連絡電話及時間告知家人，若有緊急連絡事情請直接與園所/機構
連絡。
(二十三)實習生於實習期間在有危險性的場所，須注意自身的安全。
(二十四)若機構之規定與本實習倫理有不同之處，以實習機構之規定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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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實習內容參考
一、幼兒教育類_機構實習內容參考
實習期間最重要的是主動積極的態度，與班級老師達成共識。初期可先觀察老師/機構的方法，並
詢問老師哪些工作需要協助。實習生初進實習機構免不了擔憂與不知所措，以下將以一般幼教機構為
例，針對實習生可主動協助班級老師之工作內容做一整理，以提供給完全無實習經驗之同學參考。
（一） 教學工作 – 實習期間應至少進行三次試教活動
1. 團體或小組活動：
(1) 協助督導尚未進入團體之幼兒。
(2) 協助老師維護團體活動時之秩序。
(3) 協助老師教學材料的取拿。
(4) 是教師需求協助教師教學，例如團討時的搭配、擔任分組指導老師等。
2. 角落活動：
(1) 協助督導幼兒在各個角落的教具操作。
(2) 協助教師作觀察記錄。
(3) 協助督導幼兒收拾教具。
（二） 保育工作
1. 幼兒健康督導：每日觀察幼兒健康情形，遇有特殊狀況需立即告訴班級教師；協助督導幼兒如
廁；隨時注意幼兒安全。
2. 幼兒用膳督導：協助教師拿取餐點；協助督導幼兒拿取餐具；協助盛發幼兒餐點；協助用餐後
之教室清潔；協助督導幼兒清洗餐具與潔牙。
3. 幼兒午休督導：協助寢室之睡舖清理與準備；協助督導幼兒午休；協助睡後之棉被整理。
4. 幼兒上下學督導：協助督導幼兒收拾書包；協助幼兒穿脫整理衣物；協助護送幼兒排隊與上下
交通車。
（三） 其他
1. 協助督導幼兒戶外遊戲之安全。
2. 必要時協助傳遞家長訊息給班級教師。
3. 協助教室環境佈置。
4. 必要時協助園所行政工作與相關活動。
5. 欲取得教保員認證者，建議實習內容應包含下列至少一或二項，請於實習計畫書內寫明
(1)兒童行為的觀察、紀錄、分析與輔導
(2)各階段兒童教保教材之規劃與實施、教保方法與實際應用、良好師生關係之建立與班級經營
(3)教保單元所需之教具蒐集、設計、製作與應用
(4)教保環境的空間設計與規劃、親師溝通技巧學習、兒童表現評量技巧。
（四） 與幼兒互動之注意事項叮嚀
1. 對幼兒要一視同仁，不可有偏心、私心或只和少數幼兒互動。
2. 處理幼兒情緒問題時，應先了解其心理狀況及發生原因，以做有效處理。
3. 多傾聽幼兒說話。
4. 讓幼兒學習處理自我問題的能力。
5. 瞭解幼兒各方面的發展狀況與能力。
6. 和幼兒談話時應溫和，並彎腰、蹲著或坐著交談。
7. 不可用恐嚇的語句威脅幼兒。
8. 不隨意批評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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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對孩子要有愛心、耐心。
和幼兒相處時，請以鼓勵代替責罰。
遇有特殊幼兒或行為問題時，應向老師請教，避免用個人情緒反應之。
任何時刻不可傷及幼兒的身心。
尊重孩子但非放縱孩子。
對幼兒進行評量或觀察時，須在自然狀況下進行。
請避免在孩子面前批評別的幼兒或家長。
請尊重孩子及其家庭之隱私，任何時刻都不可以將幼兒及其家庭情形當作聊天話題。

（五）

實習參考進度（以幼兒園所為例）
實習進度
實習內容
了解實習內容與方式
了解實習機構與對象
實習預備階段
與機構及機構輔導老師建立關係
規劃個人欲達成之目標
完成報到程序
認識實習機構人事物、記住幼兒名字
第一階段‧實習暖身期
建立實習關係與確定自我角色定位
（第 1-2 週）
觀察機構教保模式及師生互動
逐步參與教保工作
試教
第二階段‧正式實習期
專業行為練習與反省
（第 3-4 週）
觀察機構教保模式及師生互動
試教
專業行為練習與反省
第三階段‧實習結束期
觀察機構教保模式及師生互動
（第 5-6 週）
處理與幼兒的分離
表達對機構之感謝
後續期
參與專業實習課程
註：以每週實習五天，每天 8 小時，共 6 週 240 小時為例。

作業
拜訪實習機構及機構輔導老
師

填寫校外實習報到單
撰寫實習日誌及心得

撰寫實習日誌及教案

撰寫實習日誌及教案
園所評量及自我評量表
完成實習總報告

二、家庭教育類_實習內容參考
如欲取得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認證者，建議實習內容應包含下列至少一或二項：
1. 負責或協助企劃並執行各類家庭教育活動事項。
2. 負責或協助辦理培訓家庭教育專職人員、志願工作人員及行政人員事項。
3. 負責或協助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家庭教育事項。
4. 負責或協助辦理適婚男女之婚前家庭教育事項。
5. 負責或協助處理重大違規或特殊行為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之家庭教育事項。
6. 負責或協助辦理研發各類家庭教育課程或培訓教材事項。
7. 負責或協助辦理進行家庭教育之研究、調查或出版專著事項。
8. 策劃個人及社會資源，協助推動家庭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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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類別_實習內容參考
類型
實習內容
老人相關機構

行政事務、相關活動企劃/協助執行、活動照片建檔、長輩連絡與邀請、引導長輩
座談、基本照護、問卷發放/回收、活動教具製作、與老人家屬互動技巧等

劇團

問卷(DM)發放/回收/建檔、行政事務、劇團演出觀摩與協助、劇團演出道具製作/
搬運、活動紀錄/照片建檔、戲劇營隊等

雜誌/文化出版

照片編輯/建檔、採訪/跟拍、檔案校對/校稿、問卷發放/回收、策略行銷、活動策
劃、網站維護/更新、行政事務等

電視台

了解節目企劃/運作/流程、參與節目製作會議、節目宣傳、場地佈置、外景跟拍、
節目單元行政聯絡事宜、製作道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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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表單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實習日誌／週誌」

實習機構全稱

督導姓名

地點

指導老師

時間(起迄/周別)

實習學生
班級/姓名

本日/周工作及活動項目(寫重點即可)：

參與成員：
專業與非專業活動概要與心得：
實習要點：敘述當週實習內容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論述與分析：根據上述內容參酌之前所學之理論與觀念進行分析
自我省思：檢討、專業成長、收穫、自我期待等
與督導對話：本週實習過程中督導給予專業上的建議及提醒
其他：圖片、資料補充等

未來一日/週預定執行的活動及項目：

督導評語：

日期：

年

月

日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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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表單

姓名

1.
2.
3.
4.
5.
6.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實習總心得」
學號

班/組別

實習單位

實習歷程的總回顧：學習到什麼
實習歷程中，專業學習不足的地方是什麼？
實習歷程中，最令你感到有成就感或挫折的是什麼？
未來展望：經歷了實習對個人專業成長、生涯規劃、未來學習的影響
對學校實習安排的建議
其他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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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2012 年 實習出席簽到表
實習單位全稱：
實習起迄日期：_____月_____日～_____月_____日，計______小時。
實習學生姓名：
實習學生學號：
時間
日期
月
（星期
月
（星期
月
（星期
月
（星期
月
（星期
月
（星期
月
（星期
月
（星期
月
（星期
月
（星期
月
（星期
月
（星期
月
（星期
月
（星期
月
（星期
月
（星期

簽到時間

簽退時間

本日時數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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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2012 年 實習評分表
實習單位全稱：
實習機構電話：
實習督導姓名：
學生實習起迄：_____月_____日～_____月_____日，計______小時。
實習學生姓名：
實習學生學號：
評分
請勾
選
項目標準

十分優良

優良

尚可

不佳

說明

1.學習態度
2.專業知能
3.實習報告
4.出勤考核
5.人際關係
1.
2.
3.
4.
5.

學習態度包括：主動積極、虛心求教、認真負責等。
專業知能包括：專業知識、專業技術、專業關係、資源整合運用等。
實習報告包括：書面報告等是否按時繳交、組織架構、參考資料及個人觀點之呈現。
出勤考核包括：不遲到早退、不隨意請假。
人際關係包括：與督導、師長、同仁、同儕之相處，強調樂群、合作。

總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總分為 100 分）
總評語：

建議事項：

實習機構主管簽章：
實習督導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請督導協助：於學生實習結束後兩週內將評分表直接回寄：104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 70 號家兒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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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校外實習報到單-回函

實習生姓名：

學

號：

於

年

已至

月

日

時

分

（縣）市

機構報到。

□實習學生依規定時間報到
□實習學生未依規定準時報到
機構證明

請加蓋機構印章

敬請 貴機構協助加蓋機構關防
由實習生於五日內傳真至家兒系
謝謝
傳真號碼：(02)2533-0737
聯絡人：家兒系秘書 謝富米
(02)2538-1111 轉 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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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實習海報展暨座談會」計畫書
壹、活動緣起
修習專業實習學生透過暑期的實習過程，在有興趣的領域中進行探索和接觸，嘗試將在校所學之
理論和現場實務工作上建立溝通管道，呈現所知所學，發現不足，力求精進。為展示實習成果，分享
實習心得，提供具體建議，特舉辦實習成果靜態展。

貳、活動目標
一、分享實習機構現況及暑期實習工作內容。
二、整理與分享實習之專業心得與分享。
三、提供家兒系實習教學改進建言。
四、提供學弟妹選擇實習機構具體建議。
五、提供學生畢業後之可能就業機構。
六、培養學生發揮成果創意設計理念。
七、培養學生團隊精神，從服務中學習規劃技能。

參、活動時間 2012/12 月
肆、活動地點 待討論
伍、主辦單位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陸、參加人員
本系日間部、進修部大四學生主辦，邀請全系教師、大二/大三在校生及實習機構長官等共同參加
柒、活動內容
一、海報展示：以實習機構為單位，每人直式半開一頁，2 人以上者至多兩頁，格式不拘，預計
有 40-50 張海報展示。
1.海報內容包含：本次展示之主題說明，各實習機構之機構名稱、聯絡方式(電話、地址、網
頁等)機構簡介、實習內容概述、實習心得、給系上的建言等。
2.海報競賽評分：由家兒系四年級同學及家兒系所老師共同評分，選取優勝，給予獎狀鼓勵。
3.頒獎活動：於活動結束後頒發競賽得獎學生，並檢討活動成效，以做為教學改進之依據。
二、座談會暨口頭報告：結合大三授課時間，進行實習分享座談會暨口頭報告，以作為經驗分享、
傳承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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