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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	

 
98.09.16  98 學年度上學期第 1 次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0.22  102 學年度上學期第 6 次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2.16  102 學年度上學期第 9 次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6.09  103 學年度下學期第 7 次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1.12  104 學年度上學期第 6 次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2.13  105 學年度 第 1 學期第 5 次科務會議通過 

106.03.30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美容造型科（以下簡稱本科）為培養學生務實致用的觀念與能力，促

使學生及早體驗職場工作，增加學生於職場的適應力與競爭力，特訂

定校外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學生校外實習單位與課程須符合下列規定： 

（一）實習單位須為相關時尚產業，透過本實習課程，學生可學習實

務技能與經驗。 
（二）學生參與實習課程，須能可與就業銜接（提前就業）。 

三、實習課程實施方式： 
（一） 達到實習時數四百三十二小時以上（專四下升專五上暑期間實

習），成績及格即可取得實習學分八學分（專五上登錄八學分

二十四學時成績）。 

（二） 實習單位確認完畢後，簽訂「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學生校

外實習同意書」及「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並於實習前

繳交至本科。 
（三） 本科應召開學生實習行前座談會，說明實習法規及應注意事

項。 
（四） 為加強學生實習生活安全之保障，本科應給予校外實習學生投

保平安保險。 
（五） 實習成績評分包括： 

1.實習單位之工作評分占 60%。 
2.本科實習輔導老師校外訪視占 10%。 
3.實習作業（含實習成果海報）及心得報告占 30%。 

四、學生進行實務實習課程應注意事項：  
（一） 參與實習之學生，須參加本科舉辦之「實習說明會」。 
（二） 實習單位一經確認，無特殊理由不得任意自行更換。 
（三） 申請轉換實習部門之處理： 

1.個人因素： 
(1)實習生因被辭退、家庭因素、健康因素、個人興趣、處事

理念、適應不佳、不告而別、擅自離職、無法配合公司作

息、學生專業能力不足，機構給予調整適當工作而學生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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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從事者等。 
(2)學生欲離職須事先告知輔導老師，並自覓實習機會，經輔

導老師審核通過後，填報「學生轉換實習單位申請表」，

經科務會議審查通過後，始可離職並轉換至新實習單位。

學生自行離職未告知輔導老師者，不予核計實習成績，學

校視情節記過處分。 
(3)申請轉換實習部門以一次為限。 

2.機構因素： 
(1)機構因業務緊縮人力精簡、工作環境或工作內容危險性高

等因素不適合學生實習且無法改善、工作時間不合理導致

影響健康。 
(2)實習指導老師協助開發實習機會，學生填報「學生實習轉

換實習單位申請表」，經科務會議審查通過後，始可繼續

參加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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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與實習學生須撰寫實習心得報告以及繳交一張成果海報。若

有登載不實且經查證屬實者，實習時數將不予承認。 
五、為加強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之保障，學生於實習期間與實習單位間發

生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凌等性平事件時，可向本校性平會提出調查

申請。 
六、在實習過程中，若有任何問題，應立即向本科實習輔導老師報告。 

七、實習單位須為本科簽約完成之機構。 
前項機構須由本科教師確實至該機構進行環境安全評估及篩選，同時

研擬學習主題及訓練，內容本科實習輔導老師應注意實習學生不致淪

之為實習單位之替代人力或派遣人員，並填寫「學生校外實習單位評

估表」，經科務會議審查通過後再推薦學生至實習單位。 
八、實習單位包括具美容、美體、整體造型、彩妝、舞台展現、專櫃行銷、

門市行銷、美髮、美甲、模特兒、飾品相關或其他相關工作業務之公

民營企業及法人機構。 
九、學生實習內容如下： 

（一）現場實務工作： 
1.服務態度、接待禮儀與應對技巧。 
2.美容、美髮、造型相關實務操作。 
3.環境整潔維護。     

（二）教學活動： 
1.美容、美髮、造型相關實務課程 
2.美容、美髮、造型相關營業現場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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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容、美髮、造型相關儀器運用。 
4.顧客觀察記錄。 
5.美容、美髮、造型相關經營與管理。 

（三）機構行政：瞭解或參與機構行政工作。 
十、 其他注意事項: 

（一）不論實習單位是否提供保險福利，實習學生均應統一投保意外

險。 
（二）事、病、喪假者，應報實習單位主管同意後始准假，事後應補

作請假時數。 
（三）學生應於實習期滿後，撰寫實習心得報告，於實習結束後一週

內提交本科實習輔導教師核閱評分。 
（四）學生實習期間若遇困難或其他變更事項者，逕與本科辦公室聯

繫。 
十一、實習考核表包括學生出勤狀況、工作態度、生活言行、實習成效。 
十二、實習心得報告格式，依據學生校外實習報告與心得寫作要點辦理。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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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外實習計畫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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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年度實習機構基本資料表 

實習期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公司名稱  

負責人  統一編號  

聯絡人  職稱  

聯絡電話 (  )  傳真  

公司地址 □□□ 

E-mail  

公司簡介 

 

 

 
□ 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一份 

營業項目  

膳宿狀況 

□供餐 

    □早□午□晚 

□供宿 

□膳宿自理 

休假方式  

實習內容 
 

薪資 

□不支薪 

□月薪           元 

□時薪           元 

提供名額  

實習需求條件： 

實習機會 

來    源 

□廠商申請              □ 推薦老師姓名 老師推介 

□ 推薦學生姓名 學生申請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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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年度實習機構評估表 

實習期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一、實習工作概況 

公司名稱 
 

工作內容 
 

需求條件或專長 
 

輪班 
□是          □否 

工作   時，做      休      
住宿 □供宿   □自理 

工作時間 每週      時 膳食 
□自理   □供膳 

         □早□午□晚 

加班時間 
每日      時 

每週      時 
提供薪資額度 

□不支薪 

□月薪          元 

□時薪          元 

勞健保 □是          □否 提撥勞退基金 □是          □否 

二、實習工作評估（極佳：5、佳：4、可：3、不佳：2、極不佳：1） 

工作環境 □5 □4 □3 □2 □1 

工作安全性 □5 □4 □3 □2 □1 

工作專業性 □5 □4 □3 □2 □1 

體力負荷 （負荷適合）  □5 □4 □3 □2 □1（負荷太重） 

培訓計畫 □5 □4 □3 □2 □1 

合作理念 □5 □4 □3 □2 □1 

整體總評 □5 □4 □3 □2 □1 

評估總分           ___________分 

三、補充說明： 

四、評估結論             □推薦實習             □不推薦實習 

說明： 

1、異常超時工作且無法給予加班費、無法簽定實習合約者，請勿進行實習合作。 

2、本表評估總分須達 28 分以上方可推薦實習機構。 

3、 請與實習機構確認務依實習合作契約期間提供實習機會，勿因公司營運因素而期

中解約造成學生中斷實習之困擾。 

訪視老師：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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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生校外實習同意書 
 

     本人                 為新生醫專美容造型科學生，為增進個人

專業能力與實務經驗，茲申請自民國     年     月     日起至民國     

年     月     日止（上列期間未含本人與廠商簽訂之自願延長實習期

間），前往優秀廠商進行實習。實習期間本人願配合督導及遵守各項實習

規章及生活作息管理，服從學校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單位輔導人員之教

導，並隨時注意交通及住宿安全。若有下列事項導致實習成績不及格之

情事，願回學校擇期補修學分，若因此而導致延畢，本人絕無異議： 

1. 因重大或違規事項導致實習單位認定無法繼續在該單位實習，且經本

科科務會議依本科學生校外實習請假獎懲實施要點辦理，則已實習時

數不予計算，校外實習成績以不及格計算。 

2. 依本科學生實習成績考核方式評定之校外實習成績不及格者。 

 

此致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 生 姓 名 : (簽章) 

住   址 :  

身份證字號 :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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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敝子弟              就讀於 貴校美容造型科，茲同意106年自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共計2個月(432小時)，安排前

往與貴校簽有合約之國內公司企業實習，實習期間願配合視導，並遵守各

項實習規章及生活作息管理，服從學校輔導教師及實習單位輔導人員之教

導，如有違規事件，願接受校規及相關法規之處理。 

本人絕無異議。 

 

此致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家長姓名：              （簽章） 

學生姓名：       

住 址： 

家長聯絡電話： 

學生聯絡電話： 

 
美容造型科 科主任：吳建興 
學校地址：桃園市龍潭區中豐路高平段418號 
電話：03-4117578＃622 
傳真：03-411-7600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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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騎乘機車家長同意書 
 

      敝子弟          就讀貴校  美容造型科 五專四年級，

因通勤需要且已領有機車駕照，本人同意其騎乘機車，將負責安全

督導責任，並願配合學校輔導要求子弟遵守下列事項： 

（一）騎機車戴安全帽，不得搭載同學。 

（二）不違反交通法規，不騎入校區。 
 

 

    

此  致 
 

  美容造型科 

     
   

      立書人       家  長：            (簽章) 

 

      學生姓名：             

                     班級學號：                        

電  話：             

 

                                                                         

註： 
1.安全的提醒：遵守規定注意安全，交通事故可減至最低。以往學生住廠區宿舍騎機

車者，外出遊蕩，本人或被搭載者都有傷亡記錄，致無法繼續校外實習，造成延

修，應引以為戒。「駕照」不等於「安全」為了子弟們的安全，請家長務必配合

督導及支持，以達到「零傷害」，讓孩子平安成長。 

2.經宣導後，校外實習期間因實際通勤需要而未事先申請或擅自將機車送至實習單位

騎乘者，將逕行簽報議處，並通知家長。 
 
美容造型科 科主任：吳建興 
學校地址：桃園市龍潭區中豐路高平段418號 
電話：03-4117578 ext:622 
傳真：03-411-7600 
 

中    華    民    國    106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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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生校外實習活動週誌 

實習機

構名稱 
 實習班級  

主要實習

內容 

□時尚造型設計  

□美容保健  □其他(    ) 

實習生 

姓名 
 學    號  實習週次 

第 一 週 

   月   日至   月   日 

實習機

構輔導

老師 

                  老 師 

新生醫專 

實習輔導

老師    

                       老 師 

週   實   習   重   點   內   容   記   錄 

星期 本日重點工作內容紀錄 

ㄧ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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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生校外實習活動週誌 

 
實習機

構名稱 
 實習班級  

主要實習

內容 

□時尚造型設計  

□美容保健  □其他(    ) 

實習生 

姓名 
 學    號  實習週次 

第 二 週 

   月   日至   月   日 

實習機

構輔導

老師 

                  老 師 

新生醫專 

實習輔導

老師    

                       老 師 

週   實   習   重   點   內   容   記   錄 

星期 本日重點工作內容紀錄 

ㄧ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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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生校外實習活動週誌 

 
實習機

構名稱 
 實習班級  

主要實習

內容 

□時尚造型設計  

□美容保健  □其他(    ) 

實習生 

姓名 
 學    號  實習週次 

第 三 週 

   月   日至   月   日 

實習機

構輔導

老師 

                  老 師 

新生醫專 

實習輔導

老師    

                       老 師 

週   實   習   重   點   內   容   記   錄 

星期 本日重點工作內容紀錄 

ㄧ 

 

 

 

 

 

二 

 

 

 

 

 

三 

 

 

 

 

 

四 

 

 

 

 

 

五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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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外實習活動週誌 

 
實習機

構名稱 
 實習班級  

主要實習

內容 

 □時尚造型設計  

□美容保健  □其他(

實習生 

姓名 
 學    號  實習週次 

 第 四 週 

   月   日至   月 

實習機

構輔導

老師 

                  老 師 

新生醫專 

實習輔導

老師    

 

                       老 

 週   實   習   重   點   內   容   記   錄 

星期  本日重點工作內容紀錄 

ㄧ 

  

 

 

 

 

二 

  

 

 

 

 

三 

  

 

 

 

 

四 

  

 

 

 

 

五 

  

 

 

 

 

 



 14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生校外實習活動週誌 

 
實習機

構名稱 
 實習班級  

主要實習

內容 

□時尚造型設計  

□美容保健  □其他(    ) 

實習生 

姓名 
 學    號  實習週次 

第 五 週 

   月   日至   月   日 

實習機

構輔導

老師 

                  老 師 

新生醫專 

實習輔導

老師    

                       老 師 

週   實   習   重   點   內   容   記   錄 

星期 本日重點工作內容紀錄 

ㄧ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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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生校外實習活動週誌 

 
實習機

構名稱 
 實習班級  

主要實習

內容 

□時尚造型設計  

□美容保健  □其他(    ) 

實習生 

姓名 
 學    號  實習週次 

第 六 週 

   月   日至   月   日 

實習機

構輔導

老師 

                  老 師 

新生醫專 

實習輔導

老師    

                       老 師 

週   實   習   重   點   內   容   記   錄 

星期 本日重點工作內容紀錄 

ㄧ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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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生校外實習活動週誌 

 
實習機

構名稱 
 實習班級  

主要實習

內容 

□時尚造型設計  

□美容保健  □其他(    ) 

實習生 

姓名 
 學    號  實習週次 

第 七 週 

   月   日至   月   日 

實習機

構輔導

老師 

                  老 師 

新生醫專 

實習輔導

老師    

                       老 師 

週   實   習   重   點   內   容   記   錄 

星期 本日重點工作內容紀錄 

ㄧ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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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生校外實習活動週誌 

 
實習機

構名稱 
 實習班級  

主要實習

內容 

□時尚造型設計  

□美容保健  □其他(    ) 

實習生 

姓名 
 學    號  實習週次 

第 八 週 

   月   日至   月   日 

實習機

構輔導

老師 

                  老 師 

新生醫專 

實習輔導

老師    

                       老 師 

週   實   習   重   點   內   容   記   錄 

星期 本日重點工作內容紀錄 

ㄧ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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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生校外實習活動週誌 

 
實習機

構名稱 
 實習班級  

主要實習

內容 

□時尚造型設計  

□美容保健  □其他(    ) 

實習生 

姓名 
 學    號  實習週次 

第 九 週 

   月   日至   月   日 

實習機

構輔導

老師 

                  老 師 

新生醫專 

實習輔導

老師    

                       老 師 

週   實   習   重   點   內   容   記   錄 

星期 本日重點工作內容紀錄 

ㄧ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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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生校外實習活動週誌 

 
實習機

構名稱 
 實習班級  

主要實習

內容 

□時尚造型設計  

□美容保健  □其他(    ) 

實習生 

姓名 
 學    號  實習週次 

第 十 週 

   月   日至   月   日 

實習機

構輔導

老師 

                  老 師 

新生醫專 

實習輔導

老師    

                       老 師 

週   實   習   重   點   內   容   記   錄 

星期 本日重點工作內容紀錄 

ㄧ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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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生校外實習活動週誌 

 
實習機

構名稱 
 實習班級  

主要實習

內容 

□時尚造型設計  

□美容保健  □其他(    ) 

實習生 

姓名 
 學    號  實習週次 

第 十一 週 

   月   日至   月   日 

實習機

構輔導

老師 

                  老 師 

新生醫專 

實習輔導

老師    

                       老 師 

週   實   習   重   點   內   容   記   錄 

星期 本日重點工作內容紀錄 

ㄧ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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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生校外實習活動週誌 

 
實習機

構名稱 
 實習班級  

主要實習

內容 

□時尚造型設計  

□美容保健  □其他(    ) 

實習生 

姓名 
 學    號  實習週次 

第______週 

   月   日至   月   日 

實習機

構輔導

老師 

                  老 師 

新生醫專 

實習輔導

老師    

                       老 師 

週   實   習   重   點   內   容   記   錄 

星期 本日重點工作內容紀錄 

ㄧ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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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校外實習簽到表-1 

學生姓名：                               學    號：                      

實習機構：                               實習班級：                      

說明：請實習生每天確實簽到/退，並請實習機構主管簽名確認。 

日 期 星 期 到達時間 離開時間 累計時數 實習機構主管簽章 

月   日      

      

      

      

      

      

      

      

      

      

      

      

      

      

      

      

      

      

      

      

      

      

實習機構簽章（全銜）： 

（務必請實習單位蓋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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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校外實習簽到表-2 

學生姓名：                               學    號：                      

實習機構：                               實習班級：                      

說明：請實習生每天確實簽到/退，並請實習機構主管簽名確認。 

日 期 星 期 到達時間 離開時間 累計時數 實習機構主管簽章 

月   日      

      

      

      

      

      

      

      

      

      

      

      

      

      

      

      

      

      

      

      

      

      

實習機構簽章（全銜）： 

（務必請實習單位蓋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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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校外實習簽到表-3 

學生姓名：                               學    號：                      

實習機構：                               實習班級：                      

說明：請實習生每天確實簽到/退，並請實習機構主管簽名確認。 

日 期 星 期 到達時間 離開時間 累計時數 實習機構主管簽章 

月   日      

      

      

      

      

      

      

      

      

      

      

      

      

      

      

      

      

      

      

      

      

      

實習機構簽章（全銜）： 

（務必請實習單位蓋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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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生請假單 

︵
第
一
聯 

實
習
機
構
︶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實習生請假單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實習單位名稱  

假  別  事  由  

期  間 自    年    月    日    時至   年   月   日   時止，計   天 

證明文件   

  核批 

實習機構 

主管 
 

實習機構 

輔導老師 

 

美容造型 

科主任 
 

新生醫專 

實習輔導老師 

 

申請人：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 

︵
第
二
聯 

學
校
存
查
︶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實習生請假單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實習單位名稱  

假  別  事  由  

期  間 自    年    月    日    時至   年   月   日   時止，計   天 

證明文件   

  核批 

實習機構 

主管 
 

實習機構 

輔導老師 

 

美容造型 

科主任 

  

  

新生醫專 

實習輔導老師 

 

申請人：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 

︵
第
三
聯 

學
生
存
查
︶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實習生請假單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實習單位名稱 
 

 

假  別   事  由  

期  間 自    年    月    日    時至   年   月   日   時止，計   天 

證明文件   

  核批 

實習機構 

主管 
 

實習機構 

輔導老師 

 

美容造型 

科主任 

  

  

新生醫專 

實習輔導老師 

 

 申請人：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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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學生實習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 

學制  科別  

姓名  學號  

原實習機構  離職日期  

新申請實習機構  擬報到日  

離職原因  

 

 

 

 

自我檢討（改善對

策） 

 

 

 

 

 

 

 

                                  學生簽名： 

 

輔導老師輔導意見 

（檢討及新工作的

評估） 

 

 

 

 

 

 

 

                                  輔導老師： 

 

 

備 

 

 

 

註 

1. 轉換實習機構若為個人因素，將視情節簽報懲處。 

2. 個人因素自行離職或一階段缺勤達 1/3 者（即四週），該階段不

予核計實習成績。 

3. 學生已確認新實習機構，並經科務會議審核通過後才可離職。 

輔導老師    科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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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26點字） 

美容造型科校外實習心得報告（26點字） 

 

實習單位：  ○ ○ ○ ○ ○  公司（16 點字） 

    實習時間： ○年○月○日至○年○月○日（16 點字） 

 

 

 

 

 

實習單位輔導老師： 

學校實習輔導老師： 

學   生   姓   名：  

班             級： 

學             號： 
              
 
 
 
 
 
 

中    華    民    國    106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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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及內容可視實際狀況而定)  

一、前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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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論與心得……………………………………………………… 

（一）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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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報告撰寫須滿一千字以上(電腦打字)。 

四、附錄（實習相片、訓練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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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公司簡介 

OOOO 公司 (營業/上班時間 08:00~17:00) 
地址： 
電話：               傳真： 
負責人：  

公司簡介(簡史)：OOOO 公司係獨資企業，以 OOOO、OOOO
或 OOOO 為主要營業項目，該公司創始於民國 OO 年 O 月 O 日。

歷經 OO 餘年來的經營，現今員工已達 OO 名。 
 

（二）公司組織 

(部門組織圖/人員組織圖) 

 

（三）營業項目 

 

              
項目分類(說明) 

  
  
  
  
  

 
主要營業項目分類列舉相關商品如下：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四）實習動機及目的 

ＯＯＯＯ……………. 
文章主體以標楷體中文為主，字體大小 14，由左至右橫式以

打字繕排，英文及數字採用 Times New Roman 字型，字體大小 14，
行距皆為『單行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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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內容 

（一）實習部門（環境）簡介 

ＯＯＯＯ……………. 

（二）工作內容概述 

ＯＯＯＯ……………. 

（三）提案改善及建議 

ＯＯＯＯ……………. 

三、結論與心得 

（一）結論 

ＯＯＯＯ……………. 

（二）實習心得(實習成果) 

ＯＯＯＯ……………. 

 

四、附錄（實習相片、訓練講義） 

※字體：皆是標楷體 

※封面規格：如上述。 

※內文規則：（1）如上述。 

           （2）A4，段落單行間距，邊界上、下、左、右各 2 公分，

標題 16 點字粗體，內文字體 14 點字。 

※編排順序及內容： 

1.封面 → 目錄 → 目錄內文 →實習計畫表→校外實習活動週誌 →實

習簽到表 →校外實習心得報告(含每週 6 格照片檔) → 建議事項。 

2.裝訂：實習報告於實習完回校後一週內印製，一份繳交科辦，電腦檔案

由班代統一收齊傳送給校內輔導老師。檔案裝訂(須膠裝、封面

為黃色雲彩紙深淺不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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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實習心得相片（範例） 

                         實習日期：106 年  月  日---106 年  月  日 

     ◎請放入實習工作時相片                               第□週 

 

 

 

 

相片置入 

 

 

 

 

 

相片置入 

 

說明： 說明： 

 

相片置入 

 

 

 

相片置入 

 

說明： 說明： 

 

 

 

相片置入 

 

 

 

 

 

相片置入 

 

說明：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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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實習成績考核評分表 

 

一、整體造型相關實習單位   實習成績考核評分表  

工作

項目 
技能標準 相關知識 

實習單位 

（佔學期總成績50％） 

輔導老師 

（佔學期總成績20％） 

一、 

職業

道德 

(一)  

工作態度 

敬業及熱忱的服務精

神、品德修養基本理

念、服從紀律遵守規

定、具有互助合作與團

隊精神。 

1.國民生活須知。 

2.品德修養理念。 

3.服務業的特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服務禮儀 

尊重顧客需求、保護顧

客隱私、善用肢體語

言、熟悉禮儀規範與溝

通技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個人儀態 

修飾個人儀容體態。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四)  

職場職責 

1.瞭解公司組織。 

2.瞭解公司相關規

章、法令之規定，並

負保密責任。 

3.熟悉美容業務範圍。 

4.能瞭解愛物惜物及

工流程之相關規定。 

5.遵守商業道德行為。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皮膚

認識 

(一)  

皮膚的構

造與功能 

1.能認識皮膚的基本

構造。 

2.能認識皮膚的功能。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皮膚的性

質 

1.能辨識皮膚的性質

並作適當處理。 

2.能辨識常見的皮膚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實習單位： 實習部門： 

學生姓名： 班級：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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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三、 

公共

衛生 

 

(一) 

個人及營

業場所衛

生 

1.熟練從業人員應注

意之個人衛生事項。 

2.熟練正確洗手方法。 

3.熟知營業場所應注

意之衛生事項。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急救常識 

正確認識簡易急救方

法。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消毒基本

常識 

1.熟識消毒目的與原

理。 

2.能辨識美容器具及

毛巾等用品的正確

消毒方法。 

3.能正確操作各種化

學消毒劑的稀釋要

領。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四) 

營業衛生

有關傳染

病常識及

預防方法 

熟知營業衛生有關的

重要傳染病。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四、 

公共

安全 

 

(一) 

營業場所

安全 

1.營業場所應注意事

項及相關安全法規。 

2.工作環境、設備、照

明、水塔、空調及消

防設施之標準常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消防安全 

 

1.火災的預防、處理及

正確逃生要領。 

2.防震措施與地震時

的應變及地震後的

處理。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用電安全 

1.良好的用電習慣。 

2.正確的使用相關器

材，並注意用電安全

常識。 

3.各種突發狀況之應

變能力。 (如觸電、

電線走火)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五、 (一) 1.熟悉化粧的意義、目 優□       可□ 優□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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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 

設計 

化粧的基

本 

概念 

的及程序。 

2.能認識基本色彩。 

3.能掌握化粧技巧。 

4.熟練化粧與臉型標

準比例的修飾。 

良□   待改進□ 

           劣□ 

良□   待改進□ 

           劣□ 

(二)  

卸粧的認 

識 

能熟練正確卸粧的程

序與技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輪廓的設

計 

1.配合膚色、膚質選用

合適的底妝產品。 

2.熟練不同種類的粉

底的使用方法。 

3.熟練腮紅的修飾技

巧。 

4.臉型與粉底、腮紅的

修飾技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四) 

眼部的設

計 

1.熟練修眉與畫眉的

技巧。 

2.熟練眼影、眼線的描

畫技巧。 

3.熟悉色彩的運用與

表現感。 

4.正確裝戴假睫毛。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五) 

鼻唇型的

設 

計 

1.熟練修飾鼻型的技

巧。 

2.熟練唇型描畫的技

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六) 

基礎化粧 

1.熟練化粧前的準備

工作。 

2.依化妝部位正確選

擇及使用化妝工具。 

3.正確的運用化粧品

做臉型美化及修飾。 

4.正確的運用化粧品

做五官美化修飾。 

5.依主題展現整體美

感。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六、 

化妝

品的 

(一) 

化妝品的

基本常識 

1.能辨識化妝品的種

類。 

2.能正確使用與妥善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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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 保 存化粧品。 

七、 

髮型

設計 

髮型的基

本概念 

1.具髮型設計的基本

概念。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分辨並表達各種髮

型圖。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熟悉頭髮、頭型及臉

型的特性及適合特

性的髮型設計。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4.熟悉髮型設計應考

慮的要件，並做合適

的髮型設計。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八、 

服裝

搭配 

整體搭配

能力 

1.髮型設計應考慮的

要件：個人、場合、

時間、其他。 

2.髮型與整體搭配。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九、 

其他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計分方式：優 5 分、良 4 分、可 3 分、待改進 2 分、劣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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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實習成績考核評分表 

 

二、美容 SPA 相關實習單位   實習成績考核評分表 

工作

項目 
技能標準 相關知識 

實習單位 

（佔學期總成績 50％） 

輔導老師 

（佔學期總成績 20％） 

一、 

職業

道德 

(一)  

工作態度 

敬業及熱忱的服務精神、品

德修養基本理念、服從紀律

遵守規定、具有互助合作與

團隊精神。 

1.國民生活須知。 

2.品德修養理念。 

3.服務業的特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服務禮儀 

尊重顧客需求、保護顧客隱

私、善用肢體語言、熟悉禮

儀規範與溝通技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個人儀態 

修飾個人儀容體態。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四)  

職場職責 

1.瞭解公司組織。 

2. 瞭 解 公 司 相 關 規 

章、法令。之規定，並

負保密責任。 

3.熟悉美容業務範圍。 

4.能瞭解愛物惜物及工流

程。之相關規定。 

5.遵守商業道德行為。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皮膚

認識 

(一)  

皮膚的構

造與功能 

1.能認識皮膚的基本構造。 

2.能認識皮膚的功能。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皮膚的性

質 

1.能辨識皮膚的性質並作

適當處理。 

2.能辨識常見的皮膚問題。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公共

(一) 

個人及營

1.熟練從業人員應注意之

個人衛生事項。 

優□       可□ 

良□   待改進□ 

優□       可□ 

良□   待改進□ 

實習單位： 實習部門： 

學生姓名： 班級：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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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 

 

業場所衛

生 

2.熟練正確洗手方法。 

3.熟知營業場所應注意之

衛生事項。 

           劣□ 

 

           劣□ 

 

(二) 

急救常識 

正確認識簡易急救方法。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消毒基本

常識 

1.熟識消毒目的與原理。 

2.能辨識美容器具及毛巾

等用品的正確消毒方

法。 

3.能正確操作各種化學消

毒劑的稀釋要領。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四) 

營業衛生

有關傳染

病常識及

預防方法 

熟知營業衛生有關的重要

傳染病。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四、 

公共

安全 

 

(一) 

營業場所

安全 

1.營業場所應注意事項及

相關安全法規。 

2.工作環境、設備、照明、

水塔、空調及消防設施

之標準常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消防安全 

 

1.火災的預防、處理及正確

逃生要領。 

2.防震措施與地震時的應

變及地震後的處理。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用電安全 

1.良好的用電習慣。 

2.正確的使用相關器材，並

注意用電安全常識。 

3.各種突發狀況之應變能

力。(如觸電、電線走火)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五、 

皮膚

認識 

(一)  

皮膚的構

造與功能 

1.能認識皮膚的基本構造。 

2.能認識皮膚的功能。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皮膚的性

質 

1.能辨識皮膚的性質並作

適當處理。 

2.能辨識常見的皮膚問題。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六、 (一)  1.熟練臉部保養的事前準 優□       可□ 優□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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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膚 臉部保養 備。 

2.能辨識不同的膚質，選用

不同的清潔用品。 

3.熟練清潔皮膚的程序與

方法。 

4.能辨識膚質、正確選用適

當保養品。 

5.熟練正確皮膚保養的程

序與方法。 

6.熟練蒸臉器之操作與維

護。 

7.能依臉部之肌肉紋理施

以正確純熟的手技進行

保養。 

良□   待改進□ 

           劣□ 

 

良□   待改進□ 

           劣□ 

 

(二) 

身體保養 

1.熟練身體保養的事前準

備。 

2.能選用適當產品並正確

保養。 

3.熟練正確的保養及程序。 

4.能依身體各部位之肌肉

骨骼構造施予正確熟練

的手技進行保養。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七、 

其他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計分方式：優 5 分、良 4 分、可 3 分、待改進 2 分、劣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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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實習成績考核評分表 

 

三、美甲護理相關實習單位   實習成績考核評分表 

工作 

項目 
技能標準 相關知識 

實習單位 

（佔學期總成績 50％） 

輔導老師 

（佔學期總成績 20％） 

一、 

職業 

道德 

(一) 

工作態度 

敬業及熱忱的服務精

神、品德修養基本理

念、服從紀律遵守規

定、具有互助合作與團

隊精神。 

(1) 國民生活須知 

(2) 品德修養理念 

(3) 服務業的特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服務禮儀 

尊重顧客需求、保護顧

客隱私、善用肢體語

言、熟悉禮儀規範與溝

通技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個人儀態 

修飾個人儀容體態。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四) 

職場職責 

1.瞭解公司組織。 

2.瞭解公司相關規章、

法令之規定，並負保

密責任。 

3.熟悉美容業務範圍。 

4.能瞭解愛物惜物及工

流程之相關規定。 

5.遵守商業道德行為。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皮膚

認識 

(一) 

皮膚的構造

與功能 

1.能認識皮膚的基本 

構造。 

2. 能認識皮膚的功能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皮膚的性質 

1.能辨識皮膚的性質 

並作適當處理。 

2.能辨識常見的皮膚問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實習單位： 實習部門： 

學生姓名： 班級：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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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三、

公共

衛生 

 

(一) 

個人及營業場

所衛生 

1.熟練從業人員應注意

之個人衛生事項。 

2.熟練正確洗手方法。 

3.熟知營業場所應注意

之衛生事項。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急救常識 正確認識簡易急救方

法。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消毒基本常識 

1.熟識消毒目的與原理 

2.能辨識美容器具及毛

巾等用品的正確消毒

方法。 

3.能正確操作各種化學

消毒劑的稀釋要領。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四) 

營業衛生有關

傳染病常識及

預防方法 

熟知營業衛生有關的重

要傳染病。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四、

公共

安全 

 

(一) 

營業場所安

全 

1.營業場所應注意事項

及相關安全法規。 

2.工作環境、設備、照

明、水。 

3.塔、空調及消防設施

之標準常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消防安全 

 

1.火災的預防、處理及

正確逃生要領。 

2.防震措施與地震時的

應變及地震後的處

理。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用電安全 

1.良好的用電習慣。 

2.正確的使用相關器

材，並注意用電安全

常識。 

3.各種突發狀況之應變

能力。(如觸電、電線

走火)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五、

皮膚

認識 

(一)  

皮膚的構造

與功能 

1.能認識皮膚的基本構

造。 

2.能認識皮膚的功能。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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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皮膚的性質 

1.能辨識皮膚的性質並

作適當處理。 

2.能辨識常見的皮膚問

題。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六、

手足

部保

養 

手足保養能

力 

1.熟練手足部保養及護

甲的事前準備。 

＊符合手足部保養適合

的環境（情境及衛生）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能選用清潔用品並正

確清潔保養部手足部

清潔及用品的相關知

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熟練正確的保養及美

化程序。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4.修整前準備。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5.修整指甲形狀。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6.處理甲缘軟皮。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7.去角質。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8.保養手技。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9.敷手足。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10.基礎保養。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11.指甲美化。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12.善後。 優□       可□ 優□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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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   待改進□ 

           劣□ 

良□   待改進□ 

           劣□ 

13.能依手足部皮膚指

甲之結構與狀況,正

確且熟練進行保養

手技。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14.熟知手足部之皮膚

指甲結構與狀況。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15.操作過程熟練能符

合顧客需求並符合

人體工學。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七、

其他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計分方式：優 5 分、良 4 分、可 3 分、待改進 2 分、劣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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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實習成績考核評分表 

 

四、美髮服務相關實習單位   實習成績考核評分表 

工作

項目 
技能標準 相關知識 

實習單位 

（佔學期總成績50％） 

輔導老師 

（佔學期總成績20％） 

一、 

職業

道德 

 

（一） 

個人儀表

整、端莊、

誠懇。 

日常生活禮儀。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待客禮儀 

服務禮節良好、言談得

體、具溝通技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工作態度 

敬業樂群、熟悉工作流

程及任務、熟練專業能

力。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頭髮

生理 

 

頭髮的基本

知識 

 

1.毛髮的結構識別。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 毛髮的識別。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瞭解頭髮的功能與生

長，並辨識其類別。 

1.頭髮的功能。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頭髮的生長。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頭髮的類別及特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瞭解美髮的目的及基

本技術。 

1.美髮的涵義。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實習單位： 實習部門： 

學生姓名： 班級： 學號： 



 44 

2.美髮的目的及基本

技術。 

  

三、 

美髮

器材 

 

常用美髮器

材的認識 

 

1.認識常用美髮用具。 

(1)髮梳與髮刷用具。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剪髮用具。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燙髮用具。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4)染髮用具。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5)整髮用具。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6)其他。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認識常用的美髮用

劑及用品。 

(1)常用美髮用劑的種

類。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常用的美髮用品。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認識一般美髮用機

具設備。 

(1)美髮用機具設備的

種類、功能及用途。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機器設備的維護。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四、

頭髮

洗護 

 

(一) 

洗護頭髮的

基本認識 

具洗護頭髮的基本概

念。 

1.洗護頭髮的目的。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洗護頭髮的主要技 優□       可□ 優□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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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良□   待改進□ 

           劣□ 

良□   待改進□ 

           劣□ 

(二) 

刷髮 

 

熟悉刷髮技術及注意

事項，並正確操作。 

1.刷髮的功能。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髮刷的選擇及保養。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刷髮的順序，方法及

注意事項。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洗髮 

 

1.熟悉洗髮技術及注

意事項。 

(1)洗髮前準備。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洗髮。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洗髮後處理。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4)防範洗髮不當易起

的傷害。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依需要準備適當的

洗髮器材，正確洗

髮。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四) 

頭部按摩 

 

熟悉頭部按摩技術及

注意事項，並正確操

作。 

1.頭部按摩的功能。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頭部按摩的順序、方

法及注意事項。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五) 

護髮 

 

1.熟悉護髮技術及注

意事項。 

(1)護髮前準備。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護髮。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護髮後處理。 優□       可□ 優□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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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   待改進□ 

           劣□ 

良□   待改進□ 

           劣□ 

(4)防範護髮不當易起

的不良效果。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依需要準備適當的

護髮器材，正確護髮。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五、

安全

措施 

 

安全知識 

 

1.瞭解安全的重要及

影響安全的因素。 

  影嚮安全的因素。 

(1)環境因素。 

(2)工作因素。 

(3)個人因素。 

(4)意外災害。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瞭解維護工作安全

的要則，正確操作。 

(1)良好的工作習慣。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器材設備的擺設及

維護。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器材的安全操作。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瞭解災害的防範要

則，並適時因應。 

(1)防火措施。 

(2)防震措施。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4.具正確的環保念，確

實力行。 

(1)垃圾分類。 

(2)美髮廢棄物處理。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六、

髮品

的認

識 

 

(一) 

髮品的基本

常識 

(二)  

髮品的管理 

1.辨識化粧品的種類。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正確使用與妥善保

存化粧品。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辨識合法。 

 

優□       可□ 

良□   待改進□ 

優□       可□ 

良□   待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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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劣□            劣□ 

七、

其他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計分方式：優 5 分、良 4 分、可 3 分、待改進 2 分、劣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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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實習成績考核評分表 

 

五、理髮服務相關實習單位   實習成績考核評分表 

工作

項目 
技能標準 相關知識 

實習單位 

（佔學期總成績50％） 

輔導老師 

（佔學期總成績20％） 

ㄧ、 

服務

精神 

 

(一) 

職業道德及修養 

(二) 

服務規則之遵守 

(三) 

基本公共關係之

認識 

(四) 

心理學之認識 

 

1.個人儀表修飾

得體。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優良的服務態

度及應對方

式。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良好的工作姿

勢。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4.應與同業及同

事和睦相處。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5.敬業精神。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6.基本公共關係

的建立。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7.人與人的心理

學之認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8.專業口才之技

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毛髮

與皮

膚之

(一) 

毛髮與人體及皮

膚基本生理之認

識 

1.毛髮結構之認

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毛髮生態之認 優□       可□ 優□       可□ 

實習單位： 實習部門： 

學生姓名： 班級：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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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 

 

(二) 

毛髮與皮膚之保

養 

(三) 

毛髮與皮膚之健

全管理 

 

識。  良□   待改進□ 

           劣□ 

良□   待改進□ 

           劣□ 

3.基本的皮膚生

理之認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4.基本的人體生

理與毛髮之 

認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5.美髮用品對毛

髮、皮膚及人

體之影響。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6.異常毛髮之處

理式。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手工

機、

器具

之運

用 

 

(一) 

手動式機、器具

之使用 

(二) 

電動式機、器具

之使用 

(三) 

光射機、器具之

使用 

(四) 

電鉗之使用 

(五) 

機、器具之維護

及保養方式 

 

1.各種不同手工

機、器具特性

之認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機器、具材質

鑑別之常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機、器具保養

存放之常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4.基本的電學常

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5.基本的光學常

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應

機、

器具

之使

用 

 

 

(一) 

設備器材之應用 

(二) 

機、器具之維護

及保養方式 

 

1.電源、通風、

照明、沖洗、

消毒、消防等

設備。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圍巾、領紙、

毛巾、理髮

椅、工作檯

(車)、蒸氣

機、蒸氣箱、

擺設櫃、循環

器、酸鹼計、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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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紙、消毒器

材等。  

3.能維護各種設

備器材(如清

理、更換、修

護、保養等)。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四、

認識

美髮

用品

及功

能 

 

(一) 

美髮用品之認識

及使用 

(二) 

美髮用品之種類

及功能 

(三) 

美髮用品對毛髮

產生變化之應用 

 

1.過敏性美髮用

品之預防及緊

急處理常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各類美髮用品

性質之認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美髮用品的持

拿存放常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4.各種美髮用品

的選用鑑別常

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5.基本的化學常

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6.認識美髮用品

對皮膚及髮質

的適用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一) 

清洗頭髮的程序 

(二) 

坐洗技術與沖洗

方式 

(三) 

手指方法之運用

技術 

(四) 

洗髮劑的泡沫控

制技術 

(五) 

毛巾擦拭之方式 

(六) 

1.為顧客施行洗

髮技術前應具

備的態度之常

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沖洗頭髮的水

溫及流量調節

之常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衛生安全處理

常識(如水或

泡沫流入耳朵

或眼睛等)。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4.頭髮沖洗後清

潔程度判斷常

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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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頭髮的種

(如一般清洗頭

髮的方式、乾洗

頭髮的方式、特

殊清洗頭髮的方

式等) 

5.特殊清洗頭髮

的方式與用器

及操作等常

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五、

安全

措施

之認

知 

 

(一) 

工作環境的安全 

(二) 

操作技術的安全 

 

1.能清楚工作場

地設備及環境

的安全。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能正確使用相

關器具、機具

並注意安全。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各種突發狀況

之應變能力

(如觸電、漏

水、火災、地

震等)。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4.能正確使用消

防器材及逃生

設備。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六、

公共

衛生 

 

(一) 

個人及營業場所

衛生 

 

1.個人衛生常

識。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熟知營業場所

應注意之衛生

事項。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消毒基本常識 

 

1.熟識消毒目的

與原理。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能辨識理髮器

具及毛巾等用

品的正確消毒

方法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七、

其他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計分方式：優 5 分、良 4 分、可 3 分、待改進 2 分、劣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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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實習成績考核評分表 

 

六、門市行銷相關實習單位   實習成績考核評分表 

工作

項目 
技能標準 相關知識 

實習單位 

（佔學期總成績50％） 

輔導老師 

（佔學期總成績20％） 

ㄧ、 

職業

道德 

(一) 

遵守職場倫

理與規章 

1.公司組織架構之瞭解，並從中理

解其倫理次序。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對公司管理規章之認識與熟悉。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對公司內部管理文件負有保密

責任，不任意對外發言。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瞭解職場道

德之重要性 

1.重視工作價值從而敬業樂群。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理解團隊之重要性與職能知識

之掌握。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謹守職業分際，實行道德規範。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二、 

環境

及安

全衛

生作

業 

(一) 

門市環境瞭

解 

1.瞭解商圈內顧客、人文及特殊銷

售習性以調整門市活動。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門市配置及動線的重要性及安

全管理。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瞭解敦親睦鄰之意義與重要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實習單位： 實習部門： 

學生姓名： 班級：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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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門市環境衛

生污染防治

概念 

 

 

1.環境衛生對門市營運的意義與

重要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瞭解門市污染與防治概念。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廢棄物之處理作業。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防搶、防

竊、防騙管

理作業 

1.瞭解搶、竊、騙發生之時機與手

段。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相關搶、竊、騙之處理報案與呈

報。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配合平時防範作業之宣導。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四） 

賣場與消防

安全管理作

業 

1.賣場可能會出現之安全問題與

預防方法。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瞭解消防相關之滅火器具、指引

正確疏散路線與逃生設備之使

用。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五） 

災害的處理 

1.瞭解各項門市安全相關之天災

人禍狀況。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瞭解通報處理作業、紀錄與通報

作業。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門市安全與災害處理之設備與

工具之操作方法瞭解與盤點。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顧客

服務

作業 

（一） 

整理服裝儀

容 

1.依職場要求穿著整齊清潔。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能正確依職場要求整理個人服

裝儀容。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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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顧客禮貌及

應對態度 

1.瞭解顧客禮貌及應對度之重要

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瞭解待客技巧與程序。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瞭解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三） 

服務的執行 

1.瞭解銷售服務之目的。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瞭解顧客需求與正確的服務。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四） 

門市顧客關

係管理作 

業 

1.瞭解門市顧客關係管理作業意

義與重要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2.瞭解面對顧客之態度的重要。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3.處理客訴應有的態度與處理步

驟。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4.瞭解售後服務之意義與重要性。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四、 

其他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優□       可□ 

良□   待改進□ 

           劣□ 

＊計分方式：優 5 分、良 4 分、可 3 分、待改進 2 分、劣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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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美容造型科 

學生校外實習心得報告成績（含實習成果海報）成績表 
  （佔學期總成績 30％） 

 

實習單位： 實習部門： 

學生姓名： 學號： 

評   分   項   目（第六項未完成者扣實習心得報告整體 20 分）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實習單位 

介紹 

（25％） 

實習工作 

內容介紹 

（15％） 

實習心得 

報告 

（30％） 

實習建議 

事項 

（10％） 

實習照片及 

關資料 

（10％） 

實習成果海

報 

（10％） 

總成績 

       

評語： 

1. 實習單位介紹       優   良   可   待改進    劣 

2. 實習工作內容介紹   優   良   可   待改進    劣 

3. 實習心得報告       優   良   可   待改進    劣 

4. 實習建議事項       優   良   可   待改進    劣 

5. 相片及相關資料     優   良   可   待改進    劣 

6. 待改進事項： 

 

 

 

 

 

 

               學校實習輔導老師：                   

                                 日    期：  106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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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美容造型科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課程滿意度問卷調查 

敬愛的企業先進，您好： 

承蒙  您的悉心指導，讓本校學子有職場實務學習的機會，謹致敬意與謝忱。 

為了瞭解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本校實習課程規劃之妥適性，希望藉由本問卷調查

來檢視學校在教學與課程設計是否能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力，並作適時調整。問卷僅

供本校課程修正及瞭解實習機構對實習之意見，對外絕對保密，請安心填寫。敬請 惠

予撥冗填答，您的每項意見對我們都具有重大意義。 

謝謝您對本校實習生的愛護與悉心教導! 

敬祝 

         順頌商祺!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敬啟 

一、 實習單位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連絡電話：  

聯 絡 人：  E-mail：  

 

二、 滿意度調查 

三、其他建議：                                                              

                                                                

                                                                

檢視項目及內容 非常不

同意 

不同

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1. 您認為本科的課程規劃與學生的職能訓 

練，有助於提升實習學生職場工作能力？ 
     

2. 您認為本科對學生實習的輔導有助於學生 

適應職場環境？ 
     

3. 您認為校外實習課程有助於貴企業經營與 

發展？ 
     

4. 您認為貴企業對實習學生的職能訓練與輔 

導，有助於提升實習學生職場工作能力？ 
     

5. 您認為實習課程內容與機構(單位)的實務現

況相符合? 
     

6. 您認為學生在校所學專業技能有助於實習 

工作中的運用? 
     

7. 您認為實習課程的設計能提升學生專業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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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美容造型科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學生滿意度問卷調查 

敬愛的企業先進，您好： 

承蒙  您的悉心指導，讓本校學子有職場實務學習的機會，謹致敬意與謝忱。 

為了瞭解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本校實習學生實習期間的表現，希望藉由本問卷調

查來檢視學校在教學與課程設計上是否能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力，並作適時調整。問

卷僅供本校課程修正及瞭解實習機構對學生們的意見，對外絕對保密，請安心填寫。

敬請  惠予撥冗填答，您的每項意見對我們都具有重大意義。 

謝謝您對本校實習生的愛護與悉心教導! 

敬祝 

         順頌商祺!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敬啟 

一、 實習單位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連絡電話：  

聯 絡 人：  E-mail：  

 

二、 滿意度調查 

 

三、其他建議：                                                            

                                                                        

                                                                           

                                                                        

                                                                           

檢視項目及內容 
非常不

滿意 

不滿

意 

普通 滿意 非常

滿意 

1.對本科實習生之學習態度表現。       

2.對本科實習生之出勤狀況。       

3.對本科實習生之職場倫理觀念。       

4.對本科實習生之溝通表達能力。       

5.對本科實習生之組織分析能力。       

6.對本科實習課程之安排。       

7.對本科所實習制度之行政配套措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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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美容造型科 

實習學生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滿意度成效問卷調查表	

 
一、滿意度調查表 

檢視項目及內容 
非常不

滿意 

不滿

意 

普通 滿意 非常

滿意 

1.實習期間所使用之設備資源。      

2.實習機構所提供之學習環境。      

3.實習機構所提供之教學資源。      

4.實習地點之交通環境(如便捷性、停車便利性

等)。 

     

5.實習期間提供的實習環境安全。      

6.實習機構之專業知識分享。      

7.在實習機構的訓練期間，對於激發我的學習

興趣。 

     

8.對實習機構準備之教學內容。      

9.對職場環境之深入認識。      

10.總體而言，由實習機構提供的場域訓練，對

我的實務學習。 

     

 

二、其他建議事項 

                                                                      

                                                                      

                                                                      

                                                                      

                                                                      

                                                                      

                                                                      

感謝您費心填寫以上意見，再次感謝您的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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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美容造型科 

實習學生對校外實習課程效益評估表 

 

題 項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一、實習前 

(1) 我有參加實習前辦理的相關講習或說明會。 
有   □ (請接第 2~5 題) 

沒有 □ (請接第 4~5 題) 

(2) 實習職前講習或說明會對我有所助益。 □ □ □ □ □ 

(3) 實習前學校提供我完善的實習資訊或諮詢管道。 □ □ □ □ □ 

(4) 實習前我瞭解實習時相關的權利及義務。 □ □ □ □ □ 

(5) 實習前我瞭解職場倫理。 □ □ □ □ □ 

二、實習中 

(6) 實習機構提供我專業且安全的實習環境。 □ □ □ □ □ 

(7) 實習內容與我在校所學是有關聯的。 □ □ □ □ □ 

(8) 在校所學專業技能有助於實習工作中的運用。 □ □ □ □ □ 

(9) 實習機構有人協助指導實習上遇到的困難。 □ □ □ □ □ 

(10) 學校老師曾來訪視或電訪並關心我的實習狀況。 □ □ □ □ □ 

三、實習後 

(11) 實習後我覺得提升自己解決實務問題的能力。 □ □ □ □ □ 

(12) 透過這次實習，有助於我對職場工作態度的了解。 □ □ □ □ □ 

(13) 
經過這次實習經驗，我會鼓勵學弟妹來此實習單位

實習。 
□ □ □ □ □ 

(14) 我認為實習對畢業後尋找工作有所幫助。 □ □ □ □ □ 

(15) 
未來當初實習單位如願意聘用我，我會有意願前往

任職。 
□ □ □ □ □ 

 

其他建議 

 

 

 

 

謝謝您的填答，並預祝您學習愉快順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