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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流行設計系校外實習辦法 

                                           民國 85 年 5 月第一次修訂 

                                            民國 88 年 5 月第二次修訂 

                                           民國 89 年 5 月第三次修訂 

                                             民國 97 年 10 月第四次修訂 

                                    民國 100 年 5 月第 4 次修訂 

壹、實習目的： 

一、銜接課程實施，加強學生專業知識與技能的訓練。 

二、配合業界實務運作，增強學生在業界環境的適應力。 

三、進行產學合作與業界共同培養儲備專業人才。 

貳、實習依據： 

  依據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化妝品應用系科課程規劃設計: 

一、四年制日間部 

「專題製作及產業實習」中，選擇專題製作或產業實習，二者擇一修習。 

、實習時數依學分表之規定實施。 

參、化妝品應用系實習規則  

一、實習規則 

 (一)凡患有傳染病，嚴重心臟病及精神病等身心不健康者，不得參加實習。 

 (二)實習注意事項 

        1.實習時間注意安全，認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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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重待人接物之禮儀風度，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3.需遵守各實習單位訂定之各項實習規則，並按規定準時上班。 

        4.上班時間內不得擅離實習場所或處理私事 

        5.實習時服裝儀容請簡單樸素 

 (三)實習單位評估遴選 

1.正式設立的校外合法營業單位或專業機構 

2.有公司章或店章 

3.配合實習流程執行 

4.規劃實習計畫標明實習內容於合約中 

5.能提供符合專業實習內容的場地或活動(附件) 

6.能簽訂產學雙方校外實習合約 

7.能給予學生建設性的實習評量 

8.能給予學生職場輔導 

 (四)實習成績考核辦法 

 1.由實習單位負責考核學生勤惰及學習成績，開學返校後，學生再提書面報告。

實習單位評分佔 40％，返校後實習報告占 60％，由任課校外實習老師負責批

閱發現實習問題於校外實習課程中提出討論，並核算成績於實習相關科目中。 

2.實習成績不及格者得重修，但以兩次為限。 

3.學生於實習時間，以配合實習單位上班時間為主，基本上以八小時的工作時間

為主，週休一日，必要時得協商加長時數，以不超過小 10 時為限，並請實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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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提出證明。 

4.課堂及實習出缺習表現列入成績考核，請假依校內請假辦法辦理。 

    (五)其他 

1.實習單位經分配及簽約後，不得任意更換，若私下任意更換者，除實習成績不

予承認外，另以上述曠班規定懲處。此外，若以欺騙方式，無故不去實習者，

或經不定期訪視或電話訪談，發現同學有履次非請假事因不在者，查有謊報實

習狀況者，除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外，依學校學生獎懲辦法第八條規定：「欺

騙師長以達個人目的者」，記大過一支 ，並要在學校指定實習單位，重新實習。 

2.緊急事件處理辦法： 

發生緊急事件時，通知導師或學校化妝品應用系辦公室，由系主任、系行政人

員協同導師處理，實習期間若發生以下緊急項目： 

(1)交通意外 

(2)家中驟變事項 

(3)實習單位有違合約內容 

(4)身體狀況有礙實習 

(5)嚴重的店家適應問題 

經討論判斷其情況宜中斷實習或宜更換實習店家，得經實習流程重新安排實習時

間及店家，已實習時數請實習店家開出證明，可扣抵實習時數。 

   （六）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學校連絡電話:化妝品應用系辦公室 (02)24372093 轉 25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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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流程 

(一)實習單位說明: 

因著傳統美容產業朝向健康美麗產業方向轉型，由於消費者對美麗與健康期待的深

化，順應現代人重視健康休閒及追求美麗潮流，結合美麗、舒壓、養生、身心平衡等概

念，串聯起護膚、美容、美髮、美甲、造型、SPA、芳香療法、塑體、健身、營養保健

等項目，發展出嶄新的營運模式與服務內涵的產業，被通稱為健康美麗產業(Relax,Health, 

and Beauty industry; RHB industry)，目前在國際間很受重視。為提供全方位的身心健康

美麗療程及各種科技化、專業化的精緻服務，這個以傳統美容、美髮、美體業為基礎的

產業，衍生出多種創新的複合式經營型態。以下為校外實習單位類型: 

1.醫學美容診所 

2.Spa 及體足會館 

3.瘦身美容連鎖店 

4.個人工作室 

5.婚紗造型公司 

6.美髮連鎖店 

7.藥妝店 

8.化妝品公司 

9.化妝品工廠 

10.其他:美容美髮國際認證機構、專業社團(協會、學會)等 

(二)實習生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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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實習意願選課者 

2.操性按擬定實習名額依序篩選 

3.願配合學校遴選實習單位分發 

4.按實習流程申請自尋店家者 

5.五專校外實習分為兩學期，以美髮、美容各一次實習完成必修學分 

圖一校外實務實習(產業實習)實施流程: 

 

 

 

 

 

 

 

 

 

 

 

 

 

 

四技專題製作與產業實習選課 

審核實習生條件 

公告實習生名單 

實習生自尋店家申請及審核 確認實習單位及實習名額 

實習分發及面試 

實習小組會議 

實習內容及合約的簽訂 

校外實習實施及實務檔案 

產業實習報告 

四技生校內實習營運規劃 

分組口頭報告 

分組校內營運實施 

校內營運及實務檔案 簽訂家長同意書 

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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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美容流行設計系產業實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依「美容流行設計系校外實習辦法」、「專題製作及產業實習辦法」訂定之。 

二、目的 

    為促使學生統整、應用在校所學，並藉以增長見聞獲取業界實務經驗，奠定就業志向及 

    基礎，以達成產學合作之教學目標，特定校外實習實施計畫。 

三、實施方式 

第一階段：於實習前一學期安排實習單位參訪，並邀請實習單位到校說明實習相關事務， 

          依單位人員需求分發學生面試學生，於實習前授予實習相關知識及技能為主。 

第二階段：暑期實施校外實務實習教育，即專業理論和實務科目在業界學習，以實際操作

為主。 

第三階段：實習後完成實習報告及分享。報告內容包含知識、理論整理及技術、臨場應變、   

          探討工作上之經驗得失及分享，並統整相關知識及技能後與自己學習經驗連    

          結，以期 規劃個人的志趣與生涯發展。 

四、課程規劃 

1.實習課程職前訓練：實習環境認識、職場技術統合、專業知識應用、職場態度及倫理。 

2.實習課程：於實習單位接受實務訓練、專業知能與實務理論、職場倫理與態度。 

五、成績評量 

1. 校外實務實習成績，包括：職業知能、學習能力、工作適應、工作品質、主動性、服

從性、勤勉、合作性、儀容、出勤等十項由實習單位評核；學生學習心得報告及職場

工作訪視紀錄由化妝品應用系教師群評核。 

2.操行成績依照本校「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成績考查辦法」辦理，並得與實習單位研擬

請假規定。出勤記錄、日常品行考核由實習單位填寫，教師訪視記錄及與實習單位聯

繫之記錄，核算操行成績。 

3.修習校外實習課程學生於其實習單位中，無故擅自離開實習單位或自行變更實習單位

者，其實習成績成績不予採計應予重修。 

六、校外實習單位之選擇與實習生分發 

   依照本校「美容流行設計系校外實習辦法」之規定，美容流行設計系「校外實習委員會」

評估，選擇有營利事業登記證及教育熱忱之建教合作實習機構，辦理學生申請與實習機構    

互選及分發，並簽定校外實習合約書及實習生訓練契約書。 

七、校外實習作業重點 

    依照本校「美容流行設計系校外實習辦法」之規定辦理下列各項工作： 

1. 訂定學年「校外實習實施計畫」。（每年 12 月底前） 

2. 訂定「校外實習訓練課程計畫」。（每年 12 月底前） 

3. 訂定「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計畫」。 

4. 辦理簽訂「校外實習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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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估及核定校外實習單位。 

6. 辦理實習生與實習單位互選及分發。 

7. 辦理實習生輔導計畫。 

8. 辦理校外實習期中、期末成績登錄。 

9. 辦理實習生經驗分享及傳承。 

八、本計畫依照本校「美容流行設計系系校外實習辦法」規定之各項表件、辦理校外實習各

項工作。 

九、本計畫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呈報教務會議核備後時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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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校外實習實習生輔導計畫 

 

一、依據： 

    依據「美容流行設計系校外實習辦法」訂定之。 

二、目的： 

    依據校外實習精神，輔導實習生在相關工作職場中統整及運用知識與技能，協助教導

技能適應職場工作及經驗累積，使其熟悉行業特性並透過價值澄清協助生涯劃，共

同培訓實習生成為基礎從業人員。 

三、實施方式及內容： 

（一）技能輔導： 

1.基礎訓練：在校課程中透過專業實習課程，使實習生具備基礎能力知識及安全衛生

等觀念。 

2.專業訓練：於實習單位從事實務工作中，了解職場文化及生態，增進未來就業或升

學能力，結合其專業能力培訓基礎人才。 

3.工作項目依個人學習狀況輪調訓練，於實習單位工作中訓練實習生成為美容、美髮

專業人才。 

（二）生活輔導： 

1.實習生在實習機構接受訓練期間應遵守學校與實習機構之實習津貼、福利條件及實

習機構規則約定，以幫助實習生了解職場。 

2.學校老師不定期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親自訪視等方式了解實習生學習及訓練

概況。 

3.利用信件、電話或約談方式與實習生或家長，進行家、校聯繫。 

4.實習生在實習機構實習期間遇到困難，若無法自行解決，即刻通知老師協助處理，

學校和家長約定由學校當單一管道和實習機構協詢實習相關之疑慮，必要時由老

師陪同至實習機構進行實習生學習概況之了解及釐清問題。 

5.實習生請假需依實習機構、學校之相關規定辦理，未完成者以曠課及曠班處理。 

6.實習生及其實習機構有義務即刻通知學校實習生之緊急事件及處理程序。 

7.經審查合格分發實習生，在開始實習後如有不適應或被實習機構退訓，得申請審查

合格再分發實習。若申請校外實習期間無法適應，得再申請審查第二實習機會，

如法順利時習者均留校修習原定課程。 

四、本計畫經本校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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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訓練內容 項   目 細   項 

一、職前教育 實習制度 1.行為常規的要求 

2.了解實習成績考核辦法 

3.了解實習請假辦法 

4.熟悉所搭乘的交通工具 

5.乘車安全須知 

介紹職場 1.認識職場實習地點 

2.了解職場的組織架構 

3.辨識各單位的名稱 

4.辨識各單位的功能 

5.認識所安置實習的部門 

6.了解實習工作的主要內容 

7.了解職場的規定 

8.認識實習的角色與任務 

二、實習單位參訪 認識活動 1.認識職場地理位置 

2.認識職場週邊環境 

3.認識實習部門的指導員 

4.介紹職場老闆及部門主管 

認識環境 1.介紹各部門名稱 



 12 

2.參觀各部門環境 

3.認識職場各部門主要工作 

4.介紹實習部門的硬體設備 

5.介紹安全注意事項 

三、職業技能 專業技能 1.美容實務技能 

2.專業洗髮 

四、社會技能 溝通技能 1.理解工作指示 

2.描述個人工作狀況 

3.表達需求及困難 

4.閱讀與工作有關文件 

5.填寫工作相關表格 

社交禮儀 1.穿著合宜服飾與裝扮 

2.熟悉與顧客相處禮儀 

3.熟悉接聽電話禮儀 

4.與同事相處禮儀 

五、工作安全 安全守則 1.辨識工作場所的安全標誌 

2.熟悉緊急逃生路線 

3.正確的使用安全設備 

4.危險物品的使用方式 

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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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事故處理 1.擦傷的處理  

2.刀傷處理  

3.火警的處理 

4.瓦斯外洩的處理 

5.地震時的應變方法 

6.其他 

職業病防治 1.認識環境與職業病關係 

2.認識工作態度與職業病關係 

3.職業病的防治方式 

衛生安全 1.養成工作場地的衛生習慣 

2.遵守工作場地的衛生法令 

3.了解疾病與工作場所衛生安 

 全的關係 

六、工作紀律 工作指示的服從 1.準時到工作場所 

2.準時返回工作崗位 

3.接受安排的工作 

4.完成規定的工作 

5.與他人合作完成工作 

指定工作的完成 1.記住所安排的工作項目 

2.工作遇困難時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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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未完成時有所交代 

4.對承諾的工作如期完成 

5.檢核成品 

6.工作後用具歸定位 

七、工作調適 工作困難的克服 1.工作量增加時的調適 

2.變更工作時的調適 

3.工作挫折時的調適 

作息時間的調適 1.能準時的到班工作 

2.能從事隨時待命的工作 

他人批評的接受 1.接受他人合理的批評 

2.他人不合理的批評，能保持穩定 

3.對他人不合理的批評，能適當的說明 

八、分享與檢討 綜合討論 1.有否聽從命令  

2.是否粗心大意 

3.是否擅離崗位 

4.是否用心學習 

5.談吐是否合宜 

6.禮節是否週到 

7.工具是否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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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實習成績評量表 

      實習單位：                 

      實習部門：                       學生姓名：               

考核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評分 

項目 

學生 

自評 

單位 

考核 
評分內容 備註 

職業知能 

  
2：錯誤應用工作相關知識。 
4：與工作有關的知識不暸解。 
6：理解與工作有關知識但不夠深入。 
8：能說出工作相關知識並應用。 
10：能理解工作相關知識有效執行。 

 

學習能力 

  
2：需有指導老師在旁才能進行學習。 
4：學習緩慢，須一再提醒。 
6：能牢記交辦事項，但完成率不佳。 
8：能正確學習，並完成交辦事項。 
10：積極正確執行工作，並能應用。 

 

工作調適 

  
2：工作緩慢，從未按時完工。 
4：工作能力低於平均水準。 
6：合乎要求，偶有超過。 
8：超出平均標準。 
10：工作效率快，質量比要求的多且好。 

 

工作品質 

  
2：工作懶散，錯誤頻繁。 
4：經常犯錯，偶爾有錯。 
6：工作效率滿意，偶而不細心。 
8：能保持正確、清楚、有錯能自我修正。 
10：工作保持高水準，幾乎無錯誤。 

 

主動性 

  
2：只能照章行事，需不斷監督。 
4：處理事務容易出錯，經常需要監督。 
6：平常工作無須指示，新事務需監督。 
8：極少需監督。 
10：一向獨立工作，自動額外增加工作。 

 

服從性 

  
2：不完全接受指示，我行我素。 
4：時常會對主管指示表示異議。 
6：大致上接受指示，偶而會質疑。 
8：幾乎完全接受，願意實行。 
10：擇善固執，貫徹始終。 

 

勤  勉 

  
2：有機會就偷懶，喜歡與人閒聊。 
4：時常忽略工作，不太專心。 
6：能堅守其工作崗位，偶有會閒聊。 
8：大部分時間都能勤奮做事。 
10：得人信賴務求工作盡善盡美。 

 

合作性 

  
2：無法與人溝通、合作。 
4：時常無法合作，表現不配合的態度。 
6：大致上與人相處愉快，偶有磨擦。 
8：相互合作良好，願意接受新方法。 
10：與同事或主管密切合作。 

 

儀  容 

  
2：經常未依規定穿著服飾。 
4：需主管人員提示注重儀容。 
6：大致尚可，仍有小節應加改進。 
8：均能依規定穿著服飾。 
10：極佳。 

 

出  勤 

  
2：請假或遲到早退過多。 
4：經常請假或遲到早退。 
6：偶而請假或遲到早退。 
8：絕少，除非有必要。 
10：從未請假。 

   

病假：                  評    語: 

事假：           

遲到：                        

早退：                  總    分:                    

其他：                  主管簽章:                    

附件 4 

說明： 
2 分_不滿意  
4 分_勉強 
6 分_好 
8 分_很好  
10 分_優秀 

 

 

 

        公司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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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美容流行設計系校外實習合約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以下簡稱甲方），與          （以下簡稱乙方），為培育美容美髮

人才，願以校外實習方式，安排甲方學生赴乙方實習。經甲、乙雙方協議，依照下列各項辦理： 

壹、校外實習內容： 

一、校外實習內容：理論配合實務練習。 

二、參加資格：美容流行設計系三年級之學生，共   人。 

三、甄選方式：經乙方面試決定錄取名單或由校方依學生能力及需求分派適合單位。 

四、實習時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五、實習方式： 

（一） 學生每日實習八小時為主。 

（二） 教師得進行實習單位訪視。 

（三） 學生實習晚班輪班不得超過夜間十點。 

（四） 實習期間累積請假不得超過三天，超過三天以上，須經校方核准，且於實習

結束後補足請假時數。 

六、實習薪資： 

（一）第  月：由乙方支付每人每月實習薪資新台幣      元整。 

（二）第  月：由乙方支付每人每月實習薪資新台幣      元整。 

七、實習福利與安全： 

（一） 勞保、健保。 

（二） 團體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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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它。 

   八、實習成績：甲方學生實習期間，由乙方實習單位主管評估學生實習成果，分二次成績

考核。 

九、實習結業：凡甲方學生實習結業成績 70 分以上者，由乙方頒發實習證明。 

貳、甲方之權責： 

一、協助乙方甄選實習各科學生參加校外實習計劃。 

二、提供錄取之學生資料名冊。 

三、負責督導學生確實遵守乙方實習單位規定。 

四、不定期派員前往了解實習生在實習場所學習之情形。 

參、乙方之權責： 

一、負責學生於工作單位內實習期間之督導與管理考核。 

二、指導實習生在真實情境中，了解行業屬性及單位文化，以培養各項實務能力及增進人 

    際關係互動之能力。 

三、依勞保規定，為學生辦理實習期間之勞保手續。 

四、負責分配學生之實習單位。 

五、學生實習期間，學生若嚴重違反乙方工作規定，經知會甲方後，則乙方有權終止其實

習。 

六、提供甲方一份實習生出勤記錄表，及至少二次之實習成績。 

肆、學生應遵守之事項： 

一、確實遵守乙方所安排之實習內容，若有異議得透過實習輔導老師與乙方協調，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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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隨意請假或停止實習。 

二、實習期間依實習單位之需要排班。 

三、實習期間實習生需遵守乙方於其員工手冊中各項工作紀律之規定，若有違反事宜，乙

方需告知甲方，由甲方依校規處理。 

伍、本協議書如有未盡事宜或變更事項，由甲、乙雙方協調修訂之。 

陸、本合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據。 

 

合約簽訂單位： 

 

 

甲 方: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地  址：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 336 號        

電 話：(02)2437-2093                 

代表人：校長 

                      

乙 方：  

地  址： 

電 話： 

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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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美容流行設計系校外實習單位評估實施要點 

 

一、依據： 

          依據「經國管理健康學院化妝品應用系實習辦法」訂定之。 

二、目的： 

為使學校理論及技術教學與職場實務工作相結合，特採對比方式之綜合評量。以落

實實習生於實習之情境教學，並期實習生、學校及業界三方面在相互溝通、協調及

輔導中能達到三贏之效益。 

三、實習單位評估： 

評估項目： 

（一）校外實習基本設施 

1.環境之整齊及清潔。 

2.設備完善。 

（二）組織制度 

1.公司人事組織運作。 

2.公司人事組織管理。 

3.員工素質之整體表現。 

4.進修與福利 

（三）安全衛生 

1.職場照明與通風設備。 

2.消防及衛生安全是否通過檢驗。 

3.工作地點是否能以大眾交通工具到達。 

4.安全衛生管理。 

5.廚房餐廳設施管理。 

（四）實習單位之配合措施 

     1.是否提供專業訓練計劃 

     2.提供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 

     3.是否有專業訓練人才 

     4.是否有專人負責定期與實習生溝通及輔導 

     5.是否會定期召開實習生之座談會 

6.是否能提供實習生輪調見習之學習機會 

7.是否能提供學生畢業後就業之機會 

     8.如工作地點偏遠或應工作需要，是否能提供宿舍 

9.勞健保及團保之提供 

（六）其他 

五、評估作業： 

（一）、實習單位之評估，由「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校外實習委員會」派員實施評估。 

（二）、委員會依據本實施要點實施評估，並分項給予評估結果。 

（三）、委員會評估結果通過者為本校配合實習單位。 

（四）、實習單位之評估，由評估小組委員評估，經實習單位委員會議核定之。 

六、本實施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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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2 

美容流行設計系實習店家申請暨計畫書(四技用表) 

單位名稱：                         部門名稱： 

連絡人姓名：              職稱：             電話： 

                    店家基本資料 

一、店家經營型態：□連鎖護膚沙龍      □個人護膚沙龍 

                  □會員制 SPA        □美髮院附屬沙龍 

                  □婚紗攝影公司   □個人造型工作室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店家特色：(請附店家簡介或名片) 

 

三、營業項目：□臉部保養 □身體保養 □專業化妝□美髮造型 □整體造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是否有營業登記證：□是(號碼：_______________ )       □否   

五、營業坪數：              

六、美容師或設計師人數：       人      助理人數：           人 

七、是否有使用美容儀器： 

□是(請依特色列舉：                                       ) 

□否 

八、床(椅)位：             張 

                  實習條件 

九、實習資格： 

□需面試  □需筆試   □需術科測試  □在校表現（        ） 

□性格特質(                   ) 

□相關工作經驗(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實習人數：（     ）人（請附各地點及人數表） 

十一、可提供之實習內容及教學內容 

(請附實習計畫包括實習課程安排特色及實習工作內容) 

十二、實習補助：□供餐 □交通費或補助金 □其他_________ □無 

十三、實習時段：□每星期輪休一日 □週日休 □不定時月休（）日 

        □每日實習時間（   ）時到（  ）時 

備註：1.為配合學校實習學分數及時數計算，共 216 小時。 

   2.其他注意事項請參照合約範例 

          審核程序 

實習小組表決：□通過          □不通過 

系主任簽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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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校外實習同學資料 

校外實習同學基本資料(四技專用) 

   

 

 

貼 

照 

片 

處 

 

 

 班級： 

 姓名： 

 學號：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相關實習經驗、 

 工作經驗及 

 社團或班級幹部 

 

 

 

 在校表現 

相關成績：□美膚學(   分)  

□美顏(或美髮)學(     分) 

操性成績：     分 

 

 期望職業角色 

 

自述(家庭狀況、 

個性、特長等) 

 

 

 

 

 

 

 

 

 

 

 

實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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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校外實習生出缺席紀錄表 

 
實習單位: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天數 日   期 簽到時間 簽退時間 學生簽名 指導老師簽名 

   月   日星期    時    分    時   分   

□準時  □  遲到  □早退 

   月   日星期    時    分    時   分   

□準時  □  遲到  □早退 

   月   日星期    時    分    時   分   

□準時  □  遲到  □早退 

   月   日星期    時    分    時   分   

□準時  □  遲到  □早退 

   月   日星期    時    分    時   分   

□準時  □  遲到  □早退 

   月   日星期    時    分    時   分   

□準時  □  遲到  □早退 

   月   日星期    時    分    時   分   

□準時  □  遲到  □早退 

   月   日星期    時    分    時   分   

□準時  □  遲到  □早退 

   月   日星期    時    分    時   分   

□準時  □  遲到  □早退 

   月   日星期    時    分    時   分   

□準時  □  遲到  □早退 

   月   日星期    時    分    時   分   

□準時  □  遲到  □早退 

   月   日星期    時    分    時   分   

□準時  □  遲到  □早退 

   月   日星期    時    分    時   分   

□準時  □  遲到  □早退 

總計實習時數 共            時           分 

遲到:       次    早退:       次    曠職:       次   請假:       次 

 



 23 

附件 9 

專業實習報告格式內容(四技專用) 

  

一、報告內容 

1. 店家簡介 

(1) 營業狀況及特色 

(2) 管理制度 

二、實習見聞(附照片五張) 

1.經營方式(項目、客源開發、制度) 

2.設備及儀器 

3.技術 

4.產品 

三、實習心得 

(1) 實習成效 

(2) 實習困難 

(3) 適應上的問題 

a. 制度 

b. 人際衝突 

c. 專業能力或知識不足 

四、實習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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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校外實務實習日誌 

部別:              班級:           姓名:            學號: 

實 習 單 位  指導老師  

實習項目、種類 

 

 

 

 

工作心得、感想 

 

 

 

 

 

 

 

工作檢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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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產業實習訪視表單 

店家分配型態：□自尋店家  □學校分發 

實習日期:自    年    月     日迄    年     月     日 

訪 視 時 間 : 訪視老師: 

實習指導老師:  實習單位、部門: 

 實習生姓名 :  實習單位聯絡電話: 

實習地址: 實習生聯絡電話 : 

實習生反映: 

 

 

實習單位反映: 

 

 

 

實習生適應狀況: 

 

 

 

訪視輔導: 

 

 

 

 

實習生出缺席狀況: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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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小幫手 
 

 

 

 

 

 

 

校外實習緊急聯絡電話 

化妝品應用系:02-24372093 轉 250、251、252 

校 安 中 心 :02-24374315  教官室 

連 絡 教 師 :五專部導師  鄭雅方 0937-999369 

             四技部指導教師 邱秀娟 093965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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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急救小常識 

種類 簡易急救方法 

流 鼻 血 

1、頭向前傾坐下，寬鬆衣物。（不可後仰，以免血液倒流。）  

2、捏住鼻子柔軟部位，用口呼吸。 

3、用冰毛巾在鼻樑上方冷敷。 

4、數小時內不可擤鼻涕。 

5、三十分鐘後仍無法止血，應立即送醫。 

瘀    傷 

1、不可用手揉搓，以防繼續出血。  

2、用冷敷以減少出血量，並可消腫、止痛。 

3、24 小時後，改用熱敷，使出血及滲出的組織液迅速由血管吸收 

4、如嚴重內傷之可能，則送醫。 

扭    傷 

1、固定扭傷關節，並支持於傷者認為最舒適的位置。  

2、冷敷。無繼續出血或腫脹，再用熱敷按摩。（24 小時後） 

3、足踝扭傷，不要將鞋脫下，可用八字形包紮支持，不可用扭傷的踝關節  

   走路。 

4、墊高扭傷肢體。 

5、送醫。（如情況嚴重） 

扭傷脫臼 

1、檢視受傷情況，如有骨折的可能(如：腫脹、變形、制動、有摩擦或斷 

   裂聲)，應依骨折方法處理。 

2、為預防腫脹、減輕疼痛，直接在患部冰敷二十分鐘。  

3、固定受傷部位。必要時送醫處理。 

創    傷 

（含割傷） 

1、檢視傷口。  

2、止血：抬高傷肢(高過心臟），並用（清潔手帕，勿用衛生紙)直接壓迫

受傷部位法來止血【玻璃割傷除外】。 

3、清洗傷口：用清水或生理食鹽水將傷口洗乾淨。 

4、消毒：用優碘消毒傷口，避免感染。 

5、包紮：用繃帶包紮傷口，固定敷料。  

6、送醫：如有傷口太深、血流不止、持續疼痛等惡化現象。  

7、給予傷口護理之指導。 

頭部外傷 

1、局部瘀腫：冰敷、塗抹消腫藥膏。  

2、挫裂傷：先直接加壓止血，紗布敷蓋、繃帶或三角巾固定，視傷口大小  

   判斷是否需送醫縫合。  

3、頭部遭撞擊、疑似腦震盪： 

4、保持鎮靜、平躺，使空氣流通、維持呼吸道通暢。若有休克現象勿放低 

   頭部。  

5、評估：受傷因素及程度、意識狀況、生命徵象、瞳孔大小、對光反應、 

   有無外傷出血或口鼻分泌物，肢體有無麻痺等現象。  

6、如有異常現象，應儘速送醫並通知家長。  

7、發給學生頭部受傷注意事項通知單；提醒家長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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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簡易急救方法 

灼 燙 傷 

1、沖：以大量的冷水沖燙傷部位約十五分鐘，以降低體表溫度。  

2、脫：在水中剪開或脫除傷口附近衣物。 

3、泡：泡在冷水中約十五分鐘，以減輕疼痛。 

4、蓋：用乾淨布料或紗布覆蓋，避免感染。 

5、送：盡速送醫。 

中    暑 

1、將病人移至陰涼處，鬆解衣服。  

2、用 50%酒精或冷水擦身，體溫降低。（拍打方式） 

3、病人清醒，可給開水或清涼飲料。 

癲癇發作 

先保護頭就地平躺通知 119 觀察呼吸  

1、保持鎮靜，將患者扶下地上平躺或側躺。 

2、移開週遭物件或家具，保護病人頭部，並隨時注意呼吸的情形。 

3、勿強行翹開病人的牙關、勿約束病人的肢體。 

4、讓病人安靜的休息，勿移動，需觀察發作的過程，並記錄。 

5、通知健康中心。 

熱 衰 竭 

1、將病人移至陰涼處，鬆解衣服。  

2、如神智清醒，可小口喝冷水。 

3、患者流汗很多，並有痙攣、腹瀉或嘔吐等現象，則在 500cc 水中加半

茶匙的鹽。 

4、如昏迷，但仍能自行呼吸，則採復甦姿勢。 

5、送醫。 

腦 震 盪 

1、靜臥、頭部抬高，避免搖動傷患頭部。  

2、病人清醒，可給開水或清涼飲料。 

3、冷敷頭或頸部。 

4、如出血應止血。 

5、若可疑應觀察一周左右較為安全。 

6、盡速送醫。 

休    克 

1、排除引起休克的原因，如出血時立即止血。  

2、平躺，頭部如無外傷且無呼吸困難時，可將下肢抬高 20 至 30 公分並

將頭側一邊。 

3、保暖。 

4、除昏迷或胸、腹部和頭部嚴重外傷外，可提供飲料，補充水分。 

5、盡速送醫。 

哽    噎 

1、若意識清醒，應鼓勵他咳出阻塞物。  

2、無效，可利用地心引力和「搖動」的作用（背部拍擊），使阻塞物移動。 

3、用腹部推壓以試圖壓出肺部剩餘之空氣。 

4、重複背部拍擊（四次）與腹部推壓（四次）。 

5、若昏迷，則維持呼吸道通暢及進行人工呼吸。 

6、採復甦姿勢，並用大腿頂住傷患胸部，重複 4 的動作。 

7、送醫。 

燙    傷 
立刻用流動的冷水沖 30 分鐘以上，輕輕移除傷處的衣飾束縛，再以清潔或

無菌的紗布敷蓋，嚴重者緊急送醫，預防休克。 

口訣：沖、脫、泡、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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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簡易急救方法 

觸    電 
先使自己絕緣，再切斷電源，將傷者衣服解開施以人工呼吸。  

狗    咬 
先止血，用肥皂水洗滌傷口，用碘酒擦拭後包紮，速送醫診治。將咬人的

狗觀察二星期，看有無狂犬病症狀，如被狂犬病狗咬，速請醫師注射疫苗

及血清。  

蟲 入 耳 
將耳朵向著亮光處，或把甘油滴入耳中，讓蟲自行爬出。必要時送醫治療  

異物入眼 
不要揉擦該眼，可用乾淨紗布或手帕把它輕輕擦掉，亦可用生理食鹽水沖

洗，如無法洗除，即刻送醫。  

藥劑入眼 
請將受傷之眼睛使用生理食鹽水或至水龍頭下，健側在上患側在下沖洗眼

睛至不痛，送醫診治。 

煤氣中毒 

1.緊急送醫。打開窗戶，關閉煤氣開關。 

2.患者抬至避風處。 

3.施予人工呼吸。 

4.緊急送醫。 

 

電    擊 1.切斷電源（若被高壓電所擊，應先聯絡電力公司切斷電源） 

2.用長的乾棍子、乾繩子、乾衣物等將傷害與電力分開。 

3.施予人工呼吸、心臟按摩。 

4.緊急送醫。 

昏    倒 

1.使患者平躺，頭部放低。 

2.鬆開衣襟，協助呼吸道通暢。 

3.讓患者呼吸新鮮空氣，放在通風或蔭涼處。 

4.送醫診治。 

 

 

 

人工呼吸 

 

 1. 口對口法：清除口中異物。(A) 

2. 將下顎拉出。(B) 

3. 施救者吸入大量空氣。(C) 

4. 用力吹入患者口中。(D) 

5. 繼續進行至醫護人員到達。 

6. 成人每分鐘 12次，兒童每分鐘 1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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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按摩 

 

 

 

 

 

 

 

 

 

心肺復甦術（CPR） 

 

 

 

 

 

 

 

1. 施救者雙手疊放在病人胸骨下部，劍突（心窩）上方。(A) 

2. 手指上翹，以上半身力量迅速下壓 3～5公分。 

3. 停留半秒，迅速放鬆。(B) 

對已停止呼吸及心臟停止跳動的傷患，施予口對口人工呼吸及心臟按摩，操作要領如下： 
1. 單人施救時：每 2次人工呼吸配合連續 15次心臟按摩（2:15）（A） 
2. 雙人施救時：一人施行人工呼吸，另一人施行心臟按摩，每一次人工呼吸配合 5次心臟

按摩（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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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法 

 

 

休克處置法 

 

 

 

 

 

認識肺結核 

一、肺結核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 

直接加壓法： 

將乾淨布料敷蓋傷口，用手加壓後送醫治療。 

 

止血帶法： 

A. 將止血帶置於傷口上方，繞手臂兩圈，打個半結。 

B. 將木棒置半結上打一全結。旋轉木棒至血流停止為

止。 

C. 以止血帶尾端固定木棒。 

 

注意： 

1. 危及生命的大量出血，無法以它法止住時，才用此法。 

2. 臨時可用平滑約 5公分寬物件製成止血帶，但勿用繩

子、粗索、吊帶。 

3. 間隔 15～20分鐘鬆開 15秒。 

1. 使患者平躺，腳墊高 20～30公分                        

（呼吸困難，頸部受傷或腳墊高，覺得不適者，不必墊高） 

2. 呼吸困難者頭部墊高 

3. 設法保暖，但不可過暖出汗。 

4. 未經醫師許可，不予飲食。 

5. 緊急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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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行政院衛生署衛生統計資料，民國八十一年，台灣地區因結核病死亡 1,859

人，在所有死亡原因中排第十一位；但在各種傳染病和寄生蟲病死亡 3,574 人中，不僅

高居第一位，且超過半數，佔 52.01%。另外在民眾罹患各種傳染病報告中，以結核病

最多，單是肺結核患者就有 11,765 人，所以台灣的肺結病是一個很重要的國民保健和

公共衛生問題。 

二、肺結核是感染結核菌引起的疾病 

結核病是一種叫結核桿菌所引起的疾病。結核菌可以進入人體的任何部位，除肺部

以外，另外如腦膜、淋巴腺、骨骼、腸、生殖器等都會，不過以侵害肺部最多，在各種

結核病當中肺結核病（俗稱肺癆病）最多，約佔全部結核病的九成 。 

許多民眾認為肺結核病是因為過勞、營養不良或者是「肺部受傷」所引起，這是錯

誤的。肺結核病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受到肺結核病人傳染，吸入結核菌所引起的疾病。 

三、肺結核病人是不是都會傳染？ 

    不是。肺結核病人可分為開性病人和非開放性病人。開放性病人是指痰內含有結核 

菌會傳染給人的病人，這種開放性病人比較少，約佔全部肺結核病人的十分之一。非開

放性病人是指痰內不含結核菌不會傳染給別人的病人，這種非開放性病人比較多，約佔

全部肺結核病人的十分之九。所以肺結核病人大部份是不會傳染別人的，會傳染給別人

的只有少部份的病人。但開放性病人與非開放性病人具有互動關係，開放性病人給予有

效治療後，可以變成非開放性病人；相反的，假使非開放性病人不接受治療或者治療不

適當，也會變成開放性病人。 

四、肺結核是怎樣傳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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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結核病主要是藉著空氣傳染的。空氣中假使佈滿著結核菌，一旦被人吸入，也許 

我們鼻孔的纖毛可以擋住，但也有可能乘虛而入進到我們的肺裡生長繁殖起來。所以常

常和具有傳染性的肺結核病人密切接觸，最容易受到傳染。比如當傳染性病人打噴嚏、

咳嗽或者高聲談話說笑的時候，自口鼻噴出來來含有結核菌的飛沫；和傳染性肺結核病

人接吻；另外傳染性病人使用的衣物、被褥等，都是傳染的來源。  

    所以傳染性肺結核病人打噴嚏或者咳嗽的時候，應該用手帕掩蓋口鼻，而病人居住

的地方應該空氣流通，陽光充足，儘量減少空氣中的結核菌密度，就能減少傳染的機會。 

五、肺結核不會傳染？ 

  肺結核病是不會遺傳的。至於一個家庭裡為什麼會有幾個肺結核病人，主要還 

是因為傳染的關係。有一個缺乏衛生常識的家庭裡，大家生活在一起，假使其中有 

人得肺結核病，而且是有傳染的開放性的病人，那麼其他的家人就很容易到傳染， 

而受到傳染後的家人難免會有人發病，所以往往在一個家庭裡有兩個以上的肺結核 

病人，但這完全是因為傳染的關係，與遺傳無關。 

六、得了肺結核有些什麼症狀 

  許多肺結核病人在早期或者病情較輕的時候沒有什麼症狀，自己也沒有什麼感覺或

者不舒服，所以很容易略，而延誤治療的時間。 

  一般肺結核病的症狀可能咳嗽、吐痰、無故疲倦、胃口不佳、不思飲食、體重減輕， 

嚴重的時候可能還會有午後潮熱，夜間盜汗，甚至於胸痛、血喀血等現象。 

但是這些症並不是肺結核病所專有，其他胸腔病也有許多類似的症狀。因此，必須做詳

細的檢查，以確定到底是那一種病。不過在台灣的各種胸腔病中，以肺結核病最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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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有上面所說的症狀，首先應想到會不會是得了肺結核病，而趕快到防治機構接受檢查。 

七、打卡介苗可以預防肺結核 

    接種卡介苗可以預防結核性腦膜炎、粟粒性結核病和肺核病。嬰兒出生 24 小時以

後體重在 2500 公克以上，就可以接種。接種愈早愈好，請到當地衛生所或近防治所、

防治院接種。 

八、檢查肺結核的方法 

1 .每年定期胸部Ｘ光檢查，可以及早發現肺結核病。慢性病防治機構的Ｘ光車每年至少

巡迴各鄉鎮二次，如果您有需要，可向當地衛生所登記，等候通知，免費檢查。 

2 .驗痰也是診斷肺結核病的正確的方法，如果經常有咳嗽吐痰等呼吸道症狀的人，請儘

快送談到當地衛生所或就近慢性病防治所、防治院檢查，不收費用。 

  平時若有需要可直接到當地的慢性病防治所或台中、嘉義、台南慢性病防治院或台

灣省慢性病防治局門診檢查。 

九、什麼人最需要做胸部Ｘ光檢查 

1 .年齡 40 歲以上的人。 2 .結核病人的家屬或接觸者。 

3 .經常有咳嗽、吐痰等呼吸道症的人。4 .未接種卡介苗結核菌素測驗陽性學童的家長。 

十、成人每年一至二次胸部Ｘ光檢查不會傷害身體 

  照Ｘ光是有定量的，只要不超過這個定量，就不會傷傷害身體。根據報告一個人 

生當中男性至少可以照兩千次，女性至少可以照二百次而不致於受害，試想，一般人 

一生中頂多照幾十次，距離傷害身體的安全量還相差很遠。 

十一、怎樣治療肺結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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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慢性病防治機構或找專門的醫師治療： 

  現在治療肺結核病已有了各種特效藥，可以完全治好肺結核病。慢性病防治機構 

現在發給病人的藥如：衛肺特、樂肺寧、伊那、孟表多、立復黴、彼癆滅等都是很好 

的特效藥，可以使病人得到正確有效的治療。 

2 .遵照醫護人員的指示服藥： 

  肺結核病的治療通常需要六個月以上的時間，不是幾個星期就可以完全治好的， 

所以病人應該要有恆心，遵照醫護人員的吩咐，按時定量不間斷地服藥，不要以為症 

狀消失或覺得稍好就停止服藥。 

十二、慢性病防治機構提供最好的藥物治療 

    目前政府提供給肺結核病人使用的藥是目前治療肺結核病最有效的藥，希望所有的

結核病都能夠明白，好好地服用。目前政府對於所有開放性病人以及重度肺結核、肺外

結核、山胞患者等，都有免費治療的辦法，如果您有需要，可到當地衛生所或慢性病防

治所、防治院查詢，便可以得到滿意的服務。 

 

 

 

 

 

如何避免腰酸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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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根本不懂得要如何「抬頭挺胸」，保持正確的站姿。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

發現，有些人只要刻意抬頭挺胸，肚子就先挺出來；有些人則是臀部往上提，可是駝背

的樣子依舊存在。 

腰酸背痛已經成為現代人的文明病，而要克服腰酸背痛，應該首先從日常生活中多

加注意身體的正確姿勢開始。  

一、造成腰酸背痛的原因 

1.姿勢的不正確。 

2.肌肉拉傷、扭傷、運動傷害。 

3.脊柱側彎，椎間盤突出。 

4.退化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 

5.骨質疏鬆症。 

6.肝膽疾病等都可能造成腰酸背痛。 

二、如何維持正確姿勢 

1.以站姿而言，體重應該要平均分配在兩腳，體重重心應該要放在身體中央，維持骨盆前

傾，姿勢應自然放鬆，不需要縮肩挺胸，鞋跟不可太高，也不可鞋跟比前低，如果要久

站可將重心輪流換左右腳站立。 

2.坐的椅子不要選用椅面太柔軟的椅子，而且椅子最好要有椅背，椅子的高度應該在你坐

下時與坐者成三個直角，而且身體不要靠在手靠上，不要讓骨盆後傾。 

3.睡覺時的姿勢最好是採取側睡如嬰兒狀，膝部與臀部保持輕度的彎曲，仰躺時可以用小

枕頭放在膝彎之下，俯臥時則是可以用小枕頭放在鼠蹊處，但是千萬不要整夜為了保持

http://www.uho.com.tw/search.asp?mod=news&keyword=%u99DD%u80CC
http://www.uho.com.tw/search.asp?mod=news&keyword=%u99DD%u8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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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姿而弄得緊張而睡不著，此外，要選擇軟硬適中的床與被褥，以保持背部的正常弧度

與屈度。 

4.提拿物品時應該要注意自己的姿勢是否正確，切勿逞強，而且要採取蹲姿或是半跪的姿

勢，在提拿物品時要面對物品，而且不要扭身來拿物品，要維持兩腳適度的寬度，體重

應該要平均分配在兩腳上，背部要伸直，而當拿起物品時要抓緊物品，而且要將物品儘

量靠近身體。 

5.工作時應該要儘量對稱性的使用雙手，屈姿比伸姿放鬆，坐著比站著好，而且儘量把工

作分配在每一天中，不要一天想把所有的事做完，在工作時要讓自己有良好的姿勢以減

少拉傷或扭傷 。 

三、如何預防 

腰酸背痛已不再是老年人的專利，年輕人中往往因運動傷害以及職業傷害而造成腰酸

背痛，嚴重時往往會使得患者的生活品質大受影響，所以，如果當你的疼痛持續不斷，就

要趕緊就醫，以詳細的神經學檢查找出原因，再根據發生原因給予藥物或是復健及手術治

療。 

    好的站姿，可以讓身體各個關節的受力比較平均，不會特別彎曲、讓某些特定的關節

承擔大部分的重量。而且當你抬頭挺胸時，胸口會變得開闊，呼吸也會順暢，身體得到足

夠的氧氣，精神、注意力都會比較容易集中。所以好的體態，不是只為了美觀而已，對於

健康也是非常重要。 

職場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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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職場上特別要注意的三要點 

   1.「態度」（行為舉止）2.「規範（規則）」3.「禮節（禮儀）」 

 

二、電話禮儀 

1.在響三聲內接起電話 

2.可省略「喂、喂」直接說「您好，這裡是ΟΟ公司 ……」 

3.記得寒暄、打招呼 

4.確認對方的公司名稱及用意等等「對不起、您是那位？」 

5.不打斷對方的話，談話間亦不可過長 

6.結尾的招呼語「我明白了」、「謝謝您」、「麻煩您了」、「再見」結束通話 

7.待對方掛斷電話後再掛斷 

8.交談時 

＊先說自己的姓名及部門 

＊基本要點：確認對方公司名、個人姓名及來電時間 

＊口齒清晰、健康開朗 

＊速度不宜過快，以免遺漏對方說話內容 

＊簡單明瞭，切忌牽扯過多雜事 

＊幫人轉接時，務必將其重點記錄並轉告 

＊確認對方的電話及方便回電的時間 

＊表明接受對方的留言且能明確地寫在留言紙條上 

＊傳話最好利用紙條與口頭雙頭並進 

 

三、接待禮儀 

1.微笑點頭招呼 

2.立即帶位詢問服務項目及是否有指定服務人員 

3.請問是否要喝茶、閱讀書報或雜誌 

4.上茶以雙手奉上，杯水裝七分滿為主 

5.遇上下樓梯需提醒顧客 

 

四、櫃台接待 

1.櫃檯環境整潔美觀 

2.面帶微笑態度親切 

3.不使人久候，如有顧客久候需主動上前關心並儘快安排接待人員 

4.按先後順序接待 

5.專業並細心介紹指引 

 

五、說話的技巧 

1.適時贊美與肯定 

2.口頭不忘說「請」、「謝謝」、「對不起」 

3.多用肯定句、少用虛字，多用「你」字、少用「我」字  

4.言之有物、措詞優美 

5.不任意批評、 漫罵、質問對方  

6.談論對方感興趣的話題 

7.忌於職場工作時道人長短 

8.勿將顧客閒聊話題轉述或與他人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