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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鑒於教育部推動學海築夢計畫優先以東南亞(東協十國)具有高潛力發展國家

之企業進行專業實習，教育部推動之海外實習制度能提供已完成相當學程的學

子，提前延伸學習觸角至實務工作場域，並實質提升技職體系學生之國際觀、英

語能力與職場實務能力，本校與泰國湄州大學、泰國清邁皇家大學互為姊妹校，

每年皆有雙方學生的交換，學術交流頻繁，本系與湄州大學觀光發展學院已簽

訂雙聯學制契約，共擬兩校合作培育計畫，又 FURUMA HOTEL 與湄州大學

觀光發展學院以及本校勤益企管系共同簽訂實習契約，同樣本校亦與 LOTUS 

HOTEL、清邁皇家大學管理學院以及本校企管系共同簽訂實習契約。學生在實習

前，任課老師與業者共同研擬實習課程，藉此強化學生的職前訓練與專業能力。

至此，兩校一企業的三邊合作，共創產學研的實習成果。 

鑒於以上因素，於是提出「泰國清邁國際連鎖飯店經營與管理實習計畫」，並

以先前所辦理之校外實習經驗與績效為參，選送勤益優秀學子至泰國清邁觀光地

區學習觀光休閒產業，實習地點共有兩處，分別是清邁 FURAMEA HOTEL 以及

清邁 LOTUS HOTEL，學生實習期程配合學校政策，共分為兩類，有暑期實習以

及學期實習。本校希望藉由泰國觀光產業的經驗能提升學生的國際競爭力，並將

國際交流經驗帶回校園傳承，以充實本校實習成效。 

一般而言，各校處理學生的海外實習，大都委託仲介或者學校自行在海外找

尋實習地點。但是，這樣仍無法解決一旦學生在海外發生任何問題時，學校無法

及時協助的窘境。因此，本校透過姊妹校合作方式，讓本校學生至姊妹校修習該

校「校外實習」課程，參加姊妹校的專業培訓課程以及實習地點的專業訓練。若

學生有任何適應問題或者困難，本校皆可透過姊妹校做有效且即時的協助與法律

諮詢。因此海外實習學生多了一方的保障，且不用被仲介抽成。因為所有的服務

都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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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一) Lotus Hotel -Pang SuanKaew： 

 位置資訊： 

位於清邁城市的心臟地帶，鄰近清邁國際機場僅 10 分鐘的路程。交通便利，

位於許多旅遊景點的中心，包括這個城市最有名的寺廟雙龍寺，SuanDok古寺廟，

HuayKaew 瀑布，清邁動物園和 KadSuanKaew 購物中心等。 

 飯店特色： 

泰國清邁蓮花酒店附設室外游泳池、健身設施奧林匹克標準的游泳池、健身

房、桑拿及蒸氣浴、傳統泰式按摩、客房服務、洗衣服務、無線網路、飯店的購

物中心。公共區域提供無線寬頻上網服務。此 4 星飯店的商務設備及服務包括商

務中心、小型會議室以及會議室。飯店能為房客安排旅遊諮詢/購票服務、外燴

服務以及禮車/豪華轎車服務。額外的飯店服務包括機場來回接駁車(應要求提供)，

費用另計。房客停車免費。 

 客房特色：  

客房類型又分為三種房型，包括高級房、豪華大床房、小型套房。高級房房

間尺寸為 40 平方公尺，房間總數最多，價格為所有房型裡最低，房間裝飾風格

為 Lanna Style，讓客人能體驗不一樣的蘭納風格；豪華大床房房間尺寸為 40 平

方公尺，房間樓層皆位於 12 層樓，可遠眺風景，價格為中等價位，房間裝飾風

格為 Lanna Style；小型套房房間尺寸為 60-80 平方公尺，每一層樓皆有一間此房

型，價格為所有房型裡最高價位，提供全景浴缸，獨立淋浴間提供客人更舒適的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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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Lotus Hotel -Baan Din Ki Hotel: 

 位置資訊： 

位於清邁古城西北方惠高路上，距清邁國際機場僅十分鐘鐘的路程，步行至

古城區僅需五分鐘，交通便捷。飯店樓下為 KadSuanKaew 購物中心，大廳與購

物中心影城相通，緊鄰母公司清邁蓮花酒店，大樓設施完善，食衣住行與休閒育

樂機能完整。 

 飯店特色： 

飯店由母公司泰國清邁蓮花酒店獨立出，雖然沒有蓮花酒店豪華氣派，卻營

造出溫馨的家庭氣氛。兩飯店大樓緊鄰，因此同時享有蓮花酒店附設室外游泳池、

健身房等，飯店內部提供房客免費無線上網，亦提供服裝送洗、旅遊諮詢、購票

服務等付費項目。本飯店鄰近大樓會議室，方便會議訂房與膳食服務，房客享停

車免費優惠。 

 客房特色：  

  飯店為兩單人床商務房之單一房型，價格較母公司蓮花酒店低價，目前出售

房間為三層樓百餘間，每層樓附設不同擺設的交誼廳，皆為泰北蘭納風格，結合

當地特色，營遭溫馨舒適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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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Furama Hotel: 

 位置資訊： 

位於清邁(昌普)，距離機場僅 15 分鐘路程，附近有 MAYA 購物商城、清邁

夜市、著名的清邁大學和清邁動物園，或經典的清邁設計街尼曼路、Kad Suan 

Kaew 商場等景點，是非常便利且熱鬧的地方。 

 飯店特色： 

採用特有的多層簷頂設計，並在門口擺設瑩白大象雕像，增添濃濃的泰式韻

味，後方則是優雅典麗的米色系建築，有著唯美浪漫的特殊造型，吸引眾多

旅客的注意。飯店大廳全部是泰式裝潢，設計師採用大量質樸的原木，周遭

也有擺放傳統的泰式裝飾品，把環境渲染的很溫暖。飯店提供 2 座游泳池以

及 4 處餐飲場所和健身設施，另外還提供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免費自助

停車還附設酒吧。飯店的商務設備及服務包括商務中心、會議室以及豪華轎

車服務。 

 客房特色： 

擁有 295 間設備齊全寬敞的客房，分別有豪華、高級、行政及雙臥室套房，

每間客房都設有用餐或休息區、保險箱和沏茶、咖啡設施，皆有免費無線上

網和舒適加層床墊除了壁爐和按摩浴缸等高檔設施，房客還能使用播放有線

頻道節目的 LCD 液晶電視和沙發床。 

 

三、 計畫招生說明會與學生甄選 

本次分別於104年7月選送學生至泰國清邁Lotus Hotel作為期六週之暑期實

習以及105年3月選送學生至泰國清邁Furama Hotel作為期一學期的海外實習。計

畫說明會於103年12月與104年1月召開，並於104年3月進行書審與面試，104年5

月底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確定補助後，則再次對初審學生進行複試，對於通過

錄取的學生，則安排作密集語言培訓課程，以協助順利達到雇主的徵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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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甄選流程皆依據本校「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國際交流甄選辦法」辦

理。 

1. 適用對象為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在校生且非應屆畢業生。 

2. 申請者學期平均及專業科目成績需達75分以上，操行成績需達80分以上。 

3. 具TOEIC成績750分、IELTS成績5.0以上或全民英檢中級成績證明者優先考

慮。 

 

另外，本校海外實習乃屬於校外實習要點所規範，因此，所有程序除了依照

本校「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國際交流甄選辦法」以外，尚須依照教務處的「校

外實習課程開課要點」以及研發處的「校外實習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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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外實習機構聯繫與生活安排 
(一)提供實習學生之待遇 

1.Lotus Hotel 

實習期間為六週，學生皆安排住於清邁皇家大學安排的旅館，住宿由清邁皇

家免費提供。每週工作時數約為 40 小時，無實習薪資。泰國清邁皇家大學與

Lotus Pang SuanKaew Hotel 提供專業訓練，實習結束後實習機構將提供飯店實

習證書。 

2.Furama Hotel 

實習期間為十三週，學生皆安排住於清邁湄州大學安排的宿舍，每週工作時

數約為 48 小時，無實習薪資。泰國清邁湄州大學與 Furama Hotel 提供專業訓

練，實習結束後實習機構將提供飯店實習證書。 

(二)提供實習相關協助及輔導 

1. 海外實習單位必須填寫實習用人需求表，提供實習環境。 

2. 海外實習單位應提供具體實習訓練內容、工作地點，督導人員與管理規則等，

對學生規範則包括工時規定、權利義務等內容。 

3. 為避免職場實習流於一般工讀性質，配合聯繫海外實習之協調單位須協助本

校辦理單位職前講習、工作及相關規範說明、引導實習學生認識實習環境與夥

伴。 

4. 實習單位或配合聯繫海外實習之協調單位於學生實習期間備妥督導相關資

料、填寫問卷，以利本校了解實習過程及成果。 

5. 實習期間，學生如有任何問題發生，或有影響學生權益之變遷事項，應立即

知會本校輔導教師，並儘速知會學校共同謀求解決策略。 

6. 本校校外實習要點有特別訂定海外實習輔導與緊急救難機制。 

 

以下則條列本系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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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週誌: 學生每週繳交生活週誌，上傳至數位學習平台或 EMAIL 給輔

導老師。  

輔導系統: 海外實習學生設有輔導老師，輔導老師可透過學生生活週誌了

解學生實習與生活情況，適時提供協助。 

出國訪視: 為掌握與了解學生實習情況與海外專業實習成效，本校安排系

所教師或國際交流人員至實習單位訪視關懷，並填寫訪視記錄

表。 

申訴管道: 對於職場實習的種種問題，提供實習學生申訴管道，並協助處

理發生的問題，學生實習前，輔導老師就會成立 LINE 群組，保

持 24 小時無間斷的溝通管道，同時家長也列入群組，以利家長

了解學校輔導與處理機制。同時，亦會給學生本校與合作姊妹

校的承辦人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或系科教師等管道，向學校

提出申訴。 

成果分享會: 除此以外，為了解職場實習對學生實務能力的提升，以及對

未來就業的助益，針對海外實習學生實施問卷調查、督導其完

成心得報告，並於實習結束返國後辦理分享座談會。藉由上述

管理機制，彙整常發生問題編列成手冊，幫助學生盡快適應海

外實習環境與避開可能風險。 

海外實習學生於實習結業後，實習單位或學校將發予實習生飯店實習證書，

此證書是認證及肯定學生學習表現達到相當職業水準與專業服務資格之證明。除

此之外，校內將採認實習學分共計9學分，其中包含實習心得報告及飯店實習證

書，日誌由學生依格式進行撰寫，將由本校輔導教師進行批閱與評分。此外，輔

導教師至海外進行實習訪視時，將對實習生職場表現與實習狀況進行了解與觀察，

此亦為評分要項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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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期間宿舍安排 

 

Lotus Hotel宿舍地點:走路至上課地點30分鐘 
宿舍價格:清邁皇家大學支付(每月提供500泰銖水電費) 

 

Furama Hotel宿舍地點:走路至上課地點10分鐘 
宿舍價格:雙人房每月3600泰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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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前說明會、實習機構報到 

(一)海外實習文化講座與海外實習說明會：每學期週會本系皆會邀請國際事

務處宣導海外實習相關補助辦法，輔導老師以及海外實習歸國學生，亦會現

場分享經驗。103年12月~104年3月陸續舉辦相關海外實習說明會。日後，本

校亦不定期舉辦海外實習文化講座，充實學生海外地理人文、風情民俗等資

訊，藉以開拓學生國際視野，培養學生國際觀，協助學生了解當地文化，幫

助學生減少適應問題而能在實習單位較順利地進行工作。 

 

Chiang Mai rajabhat University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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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us Pang SuangKaew Hotel報到 

 
Chiang Mai Maejo University報到 



12 
 

 
Furama Hotel報到 

 

六、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1. 拓展學生國際觀念與提升學習意願 
2. 增進學生交流與待人處事的能力 
3. 提供學生在先進之英語系以外的國家有觀摩及學習機會，在實習生活中

除了強化必備之基本英語會話溝通能力外，也能促進學生接觸、體驗不

同語言生活及文化洗禮。 
4. 在不同文化背景之先進國家蓬勃發展環境中，讓學生耳濡目染，養成積

極進取以及不斷溝通、相輔相成之團隊經驗、建築務實之國際觀，以期

落後培養國際專業人才，有利我國家長期發展之政策。 
5. 配合國家長期發展，也能藉此逐步建立本校與國際姐妹校以及海外產學

機構合作模式，擴展人才培育，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兼具實務經驗之專業

人才。 
6. 藉由學生海外研究機構實習及生活體驗，可提升學生國際觀與外文能力，

更能激勵學生培養獨立自主、自我突破之旺盛鬥志 
7. 針對產業需求，開設現代專業知識與技能課程，涵養大專校院學生職業

道德、服務精神與實作技巧，加強繼續進修能力，促進其生涯發展，培

育專業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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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職場實習將是引導學生進入專業領域的最直接方法。學生於實習中除了

能實際瞭解國內外職場環境、產業發展趨勢、認識就業市場外，亦能在

就業前有專業職能素養，而得以在往後的職場裡發揮潛能、經營自己，

達成自我實現。 

七、 執行本計畫之感想與建議 

 建議 

1.Lotus Hotel 

（一）設備的更新 

建議飯店可以更新電腦、掃描機等相關設備，當客人較多時後，需要影印大

量的資料，但是櫃台卻只有一台掃描機，掃描與影印功能共用，甚至連大型影印

機都沒有，而電腦還停留在以往很老舊的電腦，有時候需要找資料的時候還需要

等電腦跑動許多，很沒有效率，所以我認為在設備上可以更新，讓整個工作效率

更有所提升。 

（二） 一致的工作流程 

在飯店實習，是由其他同事教導我們如何操作電腦設備與其他工作相關流程，

但是每個人教的都不一樣，有時候輸入資料時，上個同事是這樣教我們的，但是

別的同事卻告訴我們這樣是不對的，所以很常很混亂，我認為他們應該要有個統

一的工作流程或是職前訓練。 

（三）福利制度的改善 

我認為這裡的低薪資與福利制度不佳，是造成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這實習

的期間，看到許多同事離去，新來的同事大多是實習生或是在等待其他工作錄取

通知，來此短暫工作的同事，飯店並沒有提供伙食給員工，只給餐費 25 泰銖，

飯店向客人收取的服務費，照理說應該都會分給旗下的員工，但是這間飯店並沒

有這樣做，所以我認為福利制度還有待改善。 

（四）改善處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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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在Check in與Check out的時間可以更有效率，客人若是提早來入住，

時常要等待許久，完成辦理手續，還要撥電話到房務部詢問房間是否整理好，在

等房務部回撥，若是房間尚未整理好，會麻煩客人再等一小時，但是一小時後客

人回來，卻又告知客人要在等待一小時，我認為整個過程非常繁雜與沒效率，即

使他們有定期開會，但我認為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被解決，處事效率也未有所提

升。 

2.Furama Hotel 

（一）設備之改善 

實習飯店有些房間的浴缸與陽台因為缺乏整修較為老舊，間接地會影響顧客

的入住意願，建議飯店能夠定期整修，加強陽台的清潔工作，維持設備的完整度。 

（二）員工待遇的改善 

實習飯店的員工流失率極高，經常有員工待不到半年就會提出離職申請，大

部分原因皆是因為待遇的問題，就以房務部的情況而言，一層樓大約 25 至 28

間房，其中又包含 2 至 4 間的家庭房，高一點的層樓有設置陽台，但一層樓每

天卻只有一位員工負責清掃所有的房間，也許飯店能夠多徵求 3 至 4 位的人才

分擔房務人員的工作。 

 感想 

1.Lotus Hotel 

實習生在飯店實習，從一開始的不熟悉環境、工作常出錯到後來的熟練，甚

至可以獨力完成各項工作，這是實習生第一次長時間身處國外並使用外語與他人

溝通，對每位實習生皆是一項挑戰。實習過程中，大家曾面臨過許多不同的挫折，

但也得到許多收穫。與客人溝通過程中，實習生們皆無形增進口說能力與語言組

織力；面對情緒不佳的客人時，安撫客人並同時有效解決問題，都是考驗實習生

情商能力的時候。實習生們在本次時期過程中學習到最多的是耐心處理客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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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主動幫忙客人以及自信介紹當地特色與自身國籍。另外，在工作上劃分私人

情緒也是實習生在實習過程中成長最多的部分，不論工作再忙碌、身體不適或是

在前一組客人身上受了氣，也能掛著微笑繼續工作，是本次實習生成長最明顯的

地方。 

  本次實習生皆分配到前檯部門，對於本校的每位實習生都像是對待家人一班

的照顧，是我們感激不盡的，每到了吃飯時刻會關心實習生用餐狀況、下班後回

家的安全性，也有許多職員利用下班後的時間帶實習生們參觀當地觀光景點，將

每位參與這次實習的學生都當作家人一搬的照顧。 

  我們很感謝在本次交流實習過程中教導實習生、給予我們幫助的每一位，特

別感謝他們在實習生工作不解或是出錯時，細心、耐心的指正，並告知要如何修

正改進，是因為他們的協助，實習學生們才能成長茁壯。也特別感謝台灣、泰國

清邁兩校提供此次難得的實習機會，以及教育部給予補助經費，使學生們有一次

難忘的海外實習之旅，此次實習將成為每位實習生求學生涯中最特別的經歷。 

2.Furama Hotel 

  實習生在飯店實習，對於工作環境從陌生到熟悉，遇到問題時已能自行解

決，完成分內工作，這也是實習生第一次處於國外並使用外語與他人溝通，是一

項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實習過程中，大家皆面臨過種種不同的問題，再克服問題

後也得到許多經驗。與客人溝通時，皆從無形之中增進了語言與應變能力。在本

次實習過程中學習到最多的就是禮貌、耐心、自信與耐心，不論眼前的客人有再

多的問題，都需要實習生與飯店員工一同解決，即便工作忙碌、情緒煩躁也得微

笑完成工作，這是此次實習生在實習過程中成長最多的地方。 

  本次實習生分配到櫃檯與房務部門，兩部門皆給予本校實習生如同家人般

的照顧，令我們相當感謝，用餐時間會前來關心實習生對於菜色的接受度、上班

時有沒有任何問題、在泰國生活是否不適應等等，也有許多員工利用空閒時間帶

實習生參觀當地熱門景點，實習生與飯店內員工皆相處地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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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謝在此次實習過程中給予本校實習生教導與協助的每一位，更感謝他們

在實習生工作上出錯時，耐心且細心地指正實習生，讓我們的實習生能夠從中改

進並進步。在此也特別感謝台灣與泰國清邁兩校提供本次難得的實習機會，以及

教育部的補助經費，使本校學生們有難忘的海外實習經驗，更成為實習生求學生

涯中最特別的回憶。 

 

附件一-國際事務處海外說明會與海外實習分享會 

  
國際事務處承辦員說明 說明會 Q&A 

  
同學認真聆聽(1) 同學認真聆聽(2) 

  
海外實習分享會(1) 海外實習分享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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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國際交流甄選辦法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際交換學生甄選辦法」廢止 
97年5月29日本校96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擴大行政會議決議辦理 
97年6月2日勤益科大研字第0971300181號函頒 
98年5月12日勤益科大國字第0983100030號函頒 
100年3月24日 9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2年9月26日 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省議通過 
102年11月15日勤益科大國字第1023100132號函頒 
 
第一條  本校為加強與國外姊妹校之合作，擴展學生之國際視野，並協助學生至

國外進修、修讀學分與專業實習，特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國際

交流甄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生赴國外大學校院進行交換學生、進修、實習與修讀學分，以與

本校已簽訂合作協議之姊妹校或機構為限。但經政府機關選派，或經本

校專案核可者，不在此限。 
第三條  依照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參加甄選擇優錄取： 

一、 本校欲參加國外合作單位進行交流，經由各教學單位推薦之學生。 
二、 符合交流學校(機構)之語言能力規定，以當地所使用之語言或英文為優

先，若無相關規定，則須達到本校各學系甄選時所訂定之標準。 
三、 學業、操行成績優良。 
四、 積極參與校內外服務、社團活動及國際交流活動。 
五、 其他由本校或各學系(所)訂定之條件。 

第四條  符合甄選資格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 
一、 本校國際交流學生甄選申請表。 
二、 歷年成績單正本（英文）。 
三、 家長同意書。 
四、 有效期限內之語言測驗成績（如TOEIC、TOFEL、 IELTS測驗成績，

或其他相關語文測驗成績）。 
五、 交流學校(機構)要求之資料。 
六、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幹部證明、社團活動證明、校外競賽、專業

證照等）。 
第五條  甄選程序：申請日期依本校國際事務處公告為準，受理申請單位為國際

事務處。 
一、 本校受理申請後，成立甄選小組，循公開程序，依總分高低，遴選正

取與備取名單後公告之。 
二、 正取因故出缺時，由備取生遞補之。 
三、 俟通過甄選同學名單後，由本校具函向各國外姊妹學校或交流機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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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經交流學校(機構)審核通過後始為出國交流學生。 
第六條  出國交流名額與期限： 

一、 名額依各學年度本校與姊妹校協議之名額為準；最高以為一年為限。 
二、 經政府機關選派，或經本校專案核可者，名額及期限依其規定。 

第七條  選課與學分採認： 
一、 學生在姊妹校之研習課程，應先徵求所屬系所主任之同意，並由對方

學校將課程大綱資料寄至本校核備。 
二、 學生出國期間所修習之科目學分，得依本校教務處及各系所相關規定

之審核予以採認。 
三、 學生在外國進修之各科成績，應於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由該校密

封至本校教務處登錄。 
第八條  本校得發給通過甄選之學生獎學金或減免學雜費，獎學金核發與學費減

免標準： 
一、 研究所學生出國進修與修讀學分，減免出國期間學分費，但仍須繳納

學雜費基數與學生平安保險費。 
二、 大學部學生出國進修與修讀學分，減免出國期間學費，但仍需繳納雜

費與學生平安保險費。 
三、 學生出國專業實習，減免出國期間學費與雜費，但仍需繳納學生平安

保險費。 
四、 獎學金核發金額將依據教育部每年補助學生出國研修獎助金標準核

發。 
第九條  具役男身份之學生，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應於預定出國日

期四十日前，由本校檢具相關證明，向其征額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提出申請。 
第十條  學生因故無法如期赴外就讀者，應於出國前一個月向本校國際事務處申

請撤銷出國計畫。 
第十一條 學生應於出國前先在本校完成註冊手續，其繳費標準，以兩校協議為

準。其他費用如交通、住宿、生活費及醫療健康保險等由學生自付。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校學生就學獎助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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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企業管理系實習成果分享會 

  
學生分享實習經歷 學生分享生活體驗 

  
心得分享 Q&A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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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國際事務處實習成果分享暨海外實習說明會 

  
計畫主持人說明 計畫主持人說明 

  
學生分享實習經歷 學生分享實習經歷 

  
心得分享 Q&A 時間 

  
學生分享生活體驗 學生分享生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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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學生實習證書 

 
學生曾婉萍-Lotus Pang SuanKaew實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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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曾婉萍-清邁皇家大學實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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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陳華甄- Lotus Pang SuanKaew實習證書 

 



24 
 

 

學生陳華甄-清邁皇家大學實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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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蕭彥文-清邁湄州大學實習證書 

 

  



26 
 

 
學生蕭彥文- Furama Hotel 實習證書 

 



27 
 

 
學生林庭毓-清邁湄州大學實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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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林庭毓- Furama Hotel 實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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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陳芷婷-清邁湄州大學實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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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陳芷婷- Furama Hotel 實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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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學生實習簽到單 

 

學生曾婉萍-簽到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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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曾婉萍-簽到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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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曾婉萍-簽到單(3) 



34 
 

 
學生曾婉萍-簽到單(4) 



35 
 

 
學生陳華甄-簽到單(1) 



36 
 

 
學生陳華甄-簽到單(2) 



37 
 

 
學生陳華甄-簽到單(3) 



38 
 

 
學生陳華甄-簽到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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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蕭彥文-簽到單(1) 



40 
 

 
學生蕭彥文-簽到單(2) 



41 
 

 
學生蕭彥文-簽到單(3) 



42 
 

 
學生蕭彥文-簽到單(4) 



43 
 

 
學生蕭彥文-簽到單(5) 



44 
 

 
學生林庭毓-簽到單(1) 



45 
 

 
學生林庭毓-簽到單(2) 



46 
 

 
學生林庭毓-簽到單(3) 



47 
 

 
學生林庭毓-簽到單(4) 



48 
 

 
學生林庭毓-簽到單(5) 



49 
 

 
學生陳芷婷-簽到單(1) 



50 
 

 
學生陳芷婷-簽到單(2) 



51 
 

 
學生陳芷婷-簽到單(3) 



52 
 

 
學生陳芷婷-簽到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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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陳芷婷-簽到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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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學生實習評分表與學分表 

 

學生曾婉萍-實習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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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陳華甄-實習評分表 



56 
 

 
學生蕭彥文-實習評分表 



57 
 

 
學生林庭毓-實習評分表 



58 
 

 
學生陳芷婷-實習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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