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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配合幼兒保育系(以下簡稱本系)四技學生校外實習需求，特依據本系務會議通過之

課程標準及「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訂定「大

仁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校外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為推動本系學生實習業務，特成立「幼兒保育系實習就業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 

       會），其組成及權則如下： 

一、實習就業委員會之組成，共 5~7人。系主任、實習行政教師與實習任課教師為當

然委員，另由系務會議推薦專任教師組成。 

       二、實習就業委員會職責：籌劃並擬定實習相關事宜 

(一) 委員會：審核實習機構、通過實習計畫、訂定/修訂實習實施要點。 

            (二) 實習行政老師：辦理學生實習意願調查、實習機構資源調查、實習說明會、 

                 實習申請、學校及機構實習就業會議、及辦理實習成果發表等事宜。 

            (三) 辦理實習就業會議(幼兒保育系主任、實習指導教授、實習幼兒園園長)來 

         瞭解學生實習現場狀況及進行督導任務。 

第三條 本要點適用學生如下： 

一、幼兒保育系四技學制學生。 

二、以本系為雙主修四技學制之學生。 

三、以本系為輔系，且選修實習課程之四技學制學生。  
第四條 校外實習 

       依照各學制課程規定，於四年級第一學期進行必修課程四學分之「幼兒園教保實習」

及學分學程選修課程二學分之「兒童產業機構實習」或「課後照顧服務機構實習」(二

擇一)。 

       一、幼兒園教保實習：透過機構實習來增進學生對各專業領域之認識，激發學生 

   對幼兒教育及保育產生興趣，並在實習指導教授的協助下，學生完成實習手冊 

   之製作，時間為四年級第一學期 8月 1日至 9月 11日(遇假期順延)，實習總 

   時數為 240 小時。 

       二、學分學程機構實習：以本系訂定之學分學程：「兒童產業學分學程」與「課後照 

    顧服務學分學程」，參酌修課學生興趣以及學程選課領域安排之，時間為四年級 

    第一學期 12月 1日至 12月 30日，實習總時數為 120小時。 

第五條 學生進入幼兒園教保實習機構及學分學程實習機構進行實習，實習學生應在上述實習 



       期間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中午休息一小時於機構中實習，並於實習期間 

       填具實習生出勤紀錄表，並請實習輔導老師及主管簽名。 

第六條 實習資格 

       修習幼兒園教保實習課程者須修畢通過幼兒園教材教法 I及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修習學分學程機構實習者，兒童產業機構實習須修畢通過學程必修科目兒童科學概論

及兒童產業概論，修習課後照顧服務機構實習須修畢通過學程必修科目課後照顧服務

概論及國小數學教材教法。 

第七條 實習機構 

       一、幼兒園教保實習機構：為教育部立案之合格幼兒園、社區(部落、職場)互助 

   教保服務中心，且通過最近一次教育部基礎評鑑，並填具學生校外實習機構 

   評估表(附件一)審核通過。 

       二、學分學程實習機構：為主管機關合法立案之機構，合乎學分學程實習之幼保 

   或相關產業之機構。 

第八條 本系於每學年實習開始前由實習行政教師召開實習課程說明會，就實習相關規定、實 

       習程序、實習合約內容及學生實習權益進行說明，實習行政教師、實習指導教授於實 

       習期間應與實習單位及相關督導人員保持聯繫，藉以掌握學生實習情形，並提供必要 

       之協助，相關規定載入實習手冊規範之。 

第九條 實習指導教授 

       一、幼兒園教保實習聘請本系經教育部認可具教保員培育資格之教師，參與學生校外 

           實習之指導工作。 

二、專業模組機構實習為本系全體專任教師依據課程安排，參與學生校外實習之指導

工作。 

三、實習開始之前應安排與實習生見面，為實習生作實習定向工作。 

       四、學生實習期間須親赴各機構拜訪，以瞭解及評估學生實習狀況。如果機構指定時 

           間邀請實習指導教授前往參與會議或討論，實習指導教授宜盡量配合，若不克前 

           往應事先聯繫。 

       五、實習指導教授應確切批閱學生之實習作業。 

第十條 實習輔導教師 

       一、幼兒園教保實習：幼兒園教保實習輔導教師須具備下列條件，並填具實習輔導教 

           師資格審核表(附件二) 

           (一)為幼兒園之合格幼兒教師或教保員。 

           (二)具有三年以上之教保實務年資者 

       二、專業模組機構實習: 實習輔導教師須具備下列條件，並填具專業模組機構實習輔 

           導老師資格審查表、如附件三 

     （一）為實習機構之正式人員。 

     （二）具有該項產業實務經驗一年以上之年資。 

第十一條 實習學生輔導 

         實習指導教授到園督導實習試敎及訪視園方，批閱報告及考核實習表現。 

         幼兒園實習輔導教師督導實習生之日常教保工作，批閱實習日誌，並考核實習表現 

第十二條 因故無法完成實習之學生 

 若學生或實習單位提出適應不良之情況，系上指導教師應於第一時間與學生及實習 

 單位連絡人聯繫及輔導，並持續追蹤學生狀況或其他權益受損改善情形，若學生仍 

 未能適應原單位實習環境或合作機構的異常情形未改善，指導教師應協助學生申請 

 中止實習或轉換其他合作機構，並經系上實習就業委員會會議討論後決議實施安排。 

第十三條 實習學生除現有之學生平安保險與個人之健保外，本系將協助學生辦理意外保險，並 

 繳交胸部 X光檢查體檢表，始可進行校外實習。 

第十四條 若因大環境不可抗力之因素(如天災、傳染病等)使當學年度無法執行校外實習課程， 

         經由實習就業委員會討論決議後，啟動本系校外實習課程替代機制 



第十五條 成績考核標準 

 實習書面報告 70%，小組實習成果發表口頭報告 20%，期初說明會、期末檢討會、 

 及小組報告之出席率/討論 10%。 

第十六條 大仁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日間部學生校外實習流程圖，如附件四。 

第十七條 實習成績評核表幼兒園教保實習分為幼兒園實習輔導老師評分表及實習指導教授評 

         分表， 

         學分學程機構實習分為實習輔導老師評分表及實習指導教授評分表。 

第十八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則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實施要點經本系實習就業委員會會議及系務會議通過，陳請院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大仁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學生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 
一、基本資料：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機構全稱  機構聯絡人  

機構地址  聯絡電話  

二、機構必要條件 
 

教育部合格立案之幼兒園 是 否 

通過最近一次幼兒園基礎評鑑 是 否 

三、評估內容: 說明：5 非常同意、4 同意、3 部份同意、2 不同意、1 非常不同意 
 

評估項目      

1.實習單位能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      

2.實習單位具有強烈合作意願      

3.實習單位能實際協助學生實習相關事項      

4.實習單位把學生定位為學習者角色      

5.實習單位能協助學生達到實習目標      

6.實習單位之配合度高，能支援實習規劃所需之時段      

7.實習單位人員之工作態度及專業能力，足為學生之楷模      

8.實習單位所提供之內容，能配合學生之實習需求      

9.實習單位人員經常主動關心學生之實習狀況      

10.實習單位之信譽      

11.實習單位能提供良好安全設施      

12.實習單位能配合實習指導教師訪視學生之時間      

13.實習單位能提供實習指導教師訪視時與學生討論之場所      

14.實習單位具有網頁，供學生搜尋或查詢      

15.實習單位能提供足夠之參考書籍及資訊      

16.學生可以參與實習單位舉辦專業方面的相關活動      

17.實習單位主管能參與學生實習檢討會的意願      

18.實習單位人員能主動指導學生之實習內容      

19.實習期滿，實習單位能提供聘用學生之可能性或指導學生      

20.實習單位能提供學生實習相關的活動器材      

備註：90-100 分：1 等；80-89 分：2 等；70-79 分；3 等； 

60-69 分：4 等。70 分以上為合格。 
總分: 

評估結果 □合格 □不合格 

結論與意見： □推薦實習 

□不推薦實習 
 

實習指導教師簽名： 實習行政老師簽名： 系主任簽名：   



附件二 
 

大仁科技大學 幼兒園教保實習 實習幼兒園輔導老師

資格審查表 

實習學生基本資料 
 

實習學生姓名  學生聯絡電話  

學生聯絡住址  
 

實習幼兒園資料 
 

實習單位立案字號  統一編號  

實習幼兒園名稱  幼兒園聯絡電話  

幼兒園聯絡住址  
 

實習輔導教師 
 

實習輔導教師姓名 
 畢業學 

校科系 

 

教學年資  專長  

聯絡電話  手機  

E -mail  

實習幼兒園 

主管簽章 

 

 

幼兒園教保實習輔導教師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為幼兒園之合格幼兒教師或教保員。 

（二）具有三年以上之教保實務年資者。 



附件三 
 

大仁科技大學 學分學程機構實習 實習輔導老師資格審

查表 

實習學生基本資料 
 

實習學生姓名  學生聯絡電話  

學生聯絡住址  

 

實習機構資料 
 

實習單位立案字號  統一編號  

實習機構名稱  機構聯絡電話  

實習機構聯絡住址  

 

實習輔導教師 
 

實習輔導教師姓名 
 畢業學 

校科系 

 

實務年資  專 長  

聯絡電話  手 機  

E -mail  

實習機構 

主管簽章 

 

 

產業機構實習輔導教師須具備下列條件 

1.為實習機構之正式人員。 

2.具有該項產業實務經驗一年以上之年資。 



實習就業會議 

委員會審核 

附件四  

大仁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日間部學生校外實習流程圖 
 

 

 

合格立案之幼兒園 
並通過基礎評鑑 

就業實習委員會 
審核實習學生名單 

提出特殊個案 
個別實習計畫 

實習生繳交基本資料 
實習機構評估表 

確認實習機構 實習就業委員會 

寄發公文、實習合約書 

機構安排實習輔導教師 
輔導教師資格審查表 

實習就業委員會 

訂定實習計畫書 
及實習時間表 

學生入園實習 實習指導教授到園督導 
實習試教及實習訪視 

學生入園實習 

繳交實習報告 
實習成果發表會 

實習總檢討 
實習督導委員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