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條文 修訂條文 備註說明 
第 七 條  考量經濟因

素、學生安全、家長意願及

校外公司提供實習名額等

問題，「實務實習」方式可

選擇校外實習、校內實習兩

種。 

1. 校外實習時數至少需

達 320 小時。 

2. 校內實習時數至少需

達 480 小時。 

同學可依個人意願選擇實

習方式並依相關程序提出

實習申請，核准後方可執

行。校外實習未達規定時數

得以 1.5 倍折算校內實習時

數，惟累計實習時數仍需達

480 小時始完成實習工作。 

第七條………….. 

2. 校內實習合併校外實

習計算至少需達 360 小時。 

同學可依個人意願選擇實

習方式並依相關程序提出

實習申請，核准後方可執

行。 

將第七條第 2 點 校內實習

時數為校外實習時數 1.5 備

刪除更改為校內以及校外

可以合併計算 360 小

時……..可以選擇第 1 點方

式實習或第 2 點方式實

習。刪除以下字樣: 

校外實習未達規定時數得

以 1.5 倍折算校內實習時

數，惟累計實習時數仍需達

480 小時始完成實習工作。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影視傳播系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103 年 3 月 4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訂定 
107 年 10 月 29 日 107 年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8 年 11 月 1 日 108 年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6 (含)入學後新生適用 

第 一 條  為提升本系學生專業影視實務能力，落實學以致用之目的，依本校「崇

右影藝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之規定，特訂定崇右影藝科技大

學院影視傳播系學生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系實習課程定於四年級下學期前實施完畢，實習課程，「校外實習」

為 10 學分之專業選修課程。學生需完成「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影視傳

播系學生實務實習成果與心得報告」，並獲得「實務實習」課程學分，

始能畢業。 
第 三 條  「實務實習」課程之實習時間，並不限於該課程開設之學期(四下)進

行。學生可於一、二、三年級寒暑假，在不影響課業情況下實施。 
第 四 條  「實務實習」與「校外實習」，皆須事先申請。 
第 五 條  「校外實習」課程之實習時間，限定於大四下學期進行。 
第 六 條  本辦法所稱之實習單位係指經合法立案、具影視傳播媒體、數位內容、

娛樂事業或影視相關行銷企畫工作業務之公民營企業及法人機構。學



生自行接洽之實習單位，若實際工作內容與本系專業職能差距過大，

經實習指導老師判定不符合者，該生之實習時數將不予承認。 
第 七 條  考量經濟因素、學生安全、家長意願及校外公司提供實習名額等問題，

「實務實習」方式可選擇校外實習、校內實習兩種。 
1. 校外實習時數至少需達 320 小時。 
2. 校內實習合併校外時習時數計算至少需達 360 小時。 
同學可依個人意願選擇實習方式並依相關程序提出實習申請，核准後

方可執行。 
第 八 條  「校外實習」為四年級下學期一月初至五月底（至少連續 4.5 個月以

上，並須含學期期間）至校外實習，實習完畢且經過考核通過後給予

9 學分。 
第 九 條  「校外實習」期間，每兩周必須至少返回系上一次，其餘必修科目也

不得免修。  
第 十 條  「實務實習」申請校外實習之同學，需填具「校外實習申請書(如附

件一)」、「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如附件二)」與「校外實習單位同意書

(如附件三)」，可於一、二、三年級申請，最遲應於四年級下學期開

學兩周內完成申請。「校外實習」申請書由系上送交研發處就業輔導

組，轉呈校長核准後備函前往實習。 
第十一條  「實務實習」申請校內實習之同學，可依個人興趣與專長，選擇本系

相關專業之教師為其實習指導老師，填具「校內實習申請書(如附件

四)」，可於一、二、三年級申請，最遲應於四年級下學期開學兩周內

完成申請。實習指導老師得指派同學實習工作、確認實習時數，並對

實習成果進行考核。校內實習期間，同學可選擇不同教師，完成不同

實習工作，惟累計實習時數須達 480 小時始完成實習工作。 
第十二條  實習指導老師係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原則上以班級導師或實務專題

指導老師為主，必要時得由本系指派專任教師代理。主要工作項目為

實習內容之監督及執行，並不定期赴同學實習場所給予探訪。 
第十三條  學生進行實務實習課程應注意事項：  

一、參與實習之學生，須參加本系舉辦之「實習說明會」。 
二、校外實習單位一經確認，無特殊理由不得任意自行更換。 
三、校外實習同學需強制投保意外險，若實習機構未幫學生投保，學

生應自費參加保險。 
四、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指導。如有違反實習單位規定、中途

離職或怠忽職責者，則該次實習時數將不予採認。此外如有嚴重

影響校譽，或違法事情發生，則依其情節報請學校依校規予以處

分。 
五、參與實習同學須撰寫實習工作日報表(如附件五)及實習心得報告

(如附件六)。若有登載不實且經查證屬實者，實習時數將不予採

認。 
六、在實習過程中，若有任何問題，應立即向實習指導老師報告。 
七、同學於實習期間一切費用(含膳、食、旅、雜費等)，除實習單位

另有規定外，其餘均由學生自行負擔。 
第十四條 實習單位須指派專責督導人員。督導人員除了安排學生實習期間之工

作項目、維護學生安全外，並隨時與本系實習指導老師或系辦公室保



持聯絡。 
第十五條  實習成績評量由實習單位督導人員(校外實習)或實習指導老師(校內

實習)進行實習考核(如附件七)，考核項目包括： 
一、學生出勤狀況與實習工作表現。 
二、實習日報表、實習成果與心得報告。 
實習成績未達 60 分者，該次實習時數將減半採計。 

第十六條  同學若曾參與本系教師產學合作計畫或經本系認可之校外服務工作，

經實習指導老師審查認可後得併計校外實習時數。 
第十七條  學生擔任系學會會長，認真負責、表現優異者，得由系學會指導老師

提報認列校內實習時數；系學會幹部表現優異者，得由系學會會長提

報認列校內實習時數；系學會成員表現優異者，得由系學會幹部與會

長提報認列校內實習時數。以上認列於卸任時提出申請，校內實習時

數至多認列 480 小時，並由系務會議核定後發給證明。 
第十八條  本辦法適用於 106 學年度(含)後入學同學。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若有未盡事宜，依本系

日後發送各項通知為主。 
  



影視系課程實習請假要點： 
1.課間實習應該盡量避開授課時段，實習雖為本

系之必要，但是按表操課更是學習的基礎，請同

學切勿本末倒置。 
2.系上各班同學因應課間需要，非得以必須跨越

授課時間而影響正常上課者，務請提前一日知會

受影響課目的老師，並獲得老師同意後，始可進

行。 
3.若因課間實習需要而必須請求它班提供人力支

援者，請求方必須提前二日知會支援方同學受影

響課目的老師，並獲得老師同意後，始可進行支

援人力調度。 
4.支援方同學必須確認請求方確實完成上述第 3
條動作後，始能應允提供支援，如未確實執行完

成上述動作而被課任老師記曠課者，不得於之後

提出申訴。 
5.未依上述規定辦理且忽視系方警示而導致被校

方處以扣考、課目被當、記過、操性成績過低等

情況，責任應由學生自負。 
  



影視系畢業實習點數公告： 

畢業前須完成 360實習點數 

 公定上限(根據表現與重要活動出席、協助等狀況，教師核可給予

點數多寡)： 

項目 點數 

1. 系大會參與(上下學期必出席) 5點 (導師點名助教統計) 

2. 各大師講座、重要活動出席 5點 (導師點名助教統計) 

3. 系學會迎新參與活動協助(由指導

老師、會長依工作性質訂定) 

30 (最高值) 

4. 金鳶獎 幕前幕後協助 (由技術老

師依工作性質訂定) 

35(最高值) 

5. 校內外重要活動出機拍攝、幕前幕

後相關工作 

一次最高 30 (由指導老師、技術老師

核定) 

6. 影視研習營(暑期) 幕前幕後協助 

(由指導老師依工作性質訂定) 

35(最高值) 

7. 參加校內幕前表演、幕後影視相關

比賽 

10/場(最高值) 

8. 參加校外幕前表演、幕後影視相關

比賽 

20/場 (最高值) 

9. 影視系在地 48小時拍攝挑戰營 25/次 

10.得獎獎項： 

校外(表演、幕後)： 

第一名 25點，第二名 20點，第三名 

15點 ，佳作(入圍) 10點 

得獎獎項： 

校內(幕前、幕後) 

第一名 20點，第二名 15點，第三名 

10點 ，佳作(入圍)8點 

11. 協助系上相關系務與重要任務(如

技術相關協助、招生、活動演出、網頁

小編、系上老師、助教指定安排之校內

外任務等等。) 

一次 20(最高值)(依指定教師核定) 

12. 協助外系相關影視拍攝事宜 30(最高值) (由技術老師依工作性質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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