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一般型】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學生學校)  （以下簡稱甲方）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作犬訓練中心   （以下簡稱乙方） 
                           (實習學生) （以下簡稱丙方） 

為強化學生實作能力，協助學生提早體驗職場，瞭解產業運作，結合理論與實務，培養

正確的工作態度，以及提升就業競爭力，三方針對校外實習課程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

循。 
一、 合作範圍： 

甲方：由                 系 承辦學生實習有關業務、課程規劃及聯繫，以及由

中心專業教師負責輔導學生校外實習。 
乙方：依相關法令提供丙方實習機會，參與課程規劃、實習職務分配、報到、訓練

以及負責輔導學生校外實習。 
丙方：遵守甲方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系所實習相關規定以及乙方實習規則，依規定

時間出勤，虛心接受指導，保持良好品德，遵守職場倫理，保護業務機密，

並與學校輔導老師保持聯繫，注意個人安全、職場安全以及交通安全。 
二、 合約期限： 

實習期間自 112  年 7  月 3  日 至 112  年 8  月 25  日止， 
自實習期滿，實習合約自動失其效力。 

（學期課程至少18週720小時或4.5個月／暑期課程須達8週320小時） 
三、 實習內容 

1. 實習項目安排以不影響丙方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 
2. 實習項目內容規劃如附件「校外實習計畫表」。 

四、 實習地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作犬訓練中心                  
五、 實習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日六時之時間內進行（如

有特殊情形得另行約定）。 
六、 實習報到： 

1. 甲方於實習前 2 週將丙方報到資料寄達乙方。 
2. 乙方於丙方報到時，應即給予職前安全衛生訓練，並派專人指導。 

七、 實習待遇 
1.待遇類型： 

   □津貼 新台幣      元／月 
     □丙方表現優良時，乙方得酌予提供獎助學金新台幣       元／次 

   ■無 
2.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發給丙方。 

八、 膳宿及交通 
1. 住宿：  □無  ■ 乙方免費提供 □丙方每月付費    元，乙方提供 
2. 伙食：    ■無    □ 乙方免費提供  □丙方每月付費    元，乙方提供 
3. 交通：  ■無    □ 乙方免費提供  □丙方每月付費    元，乙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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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險及責任歸屬 
1. 丙方於乙方實習期間主要目的為進行學習，並無提供其他勞務或工作事實，乙丙

雙方單純為學習訓練關係，甲方應協助丙方辦理學生團體平安保險並加保意外傷

害險。 

2. 實習期間，丙方在乙方實習場所或指定地點如因乙方過失致丙方生命、身體、財

物受有損害，乙方應依其過失負相關民事賠償責任。 

十、實習學生輔導 
1. 實習期間，甲方應安排輔導老師定期赴乙方進行實習訪視輔導，負責專業實務實

習輔導、溝通、聯繫工作，同時應瞭解丙方實務工作內容及工作規範，給予丙方

工作指導，協助解決丙方工作或學習之困難，並做成輔導紀錄表。 
2. 實習期間，乙方應指派輔導老師指導丙方，乙方並應提供丙方專業實務技術、實

習工作項目訓練、辦事細則、操作規範或相關學習資料等實習資料。 
3. 乙方所安排之實習內容不得要求丙方協助從事違法行為。乙方如有違反，甲方與

丙方得逕行終止本合約；如因違法行為致甲方或丙方名譽受損害，應負民事賠償

責任，且不因合約終止而受影響。 
十一、實習考核與離退 

1. 實習期間由甲方輔導老師及乙方主管共同評核實習成績，乙方應於實習結束前將

實習成績考評表擲交甲方，俾利核算實習成績。 
2. 校外實習定位為正式修習課程，成績合格授與學分，除口頭、書面報告外，實習

期間之平常聯繫、學習各項報告、出缺勤都應列入重要評核。 
3. 丙方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乙方知會甲方輔導處理，經輔導未改善者，得終止本

次實習，並依丙方所屬系所規定，進行實習轉換程序與後續課程安排事宜。 
4. 丙方請假需依乙方規定，向乙方辦理，並應於乙方核准後，向甲方輔導老師報備，

未依乙方規定辦理或未完成向甲方輔導老師報備程序者，皆視為曠課；若乙方無

明確請假規定，依甲方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系所學生校外實習相關規定、學生請

假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5. 甲、乙、丙三方得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實習合作更臻完善。 

十二、保密協定：為顧及乙方之業務機密，丙方及甲方輔導老師因參加本校外實習課程

合作所知悉乙方之業務機密，無論於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洩漏與任何

第 3 人或自行加以使用，亦不得將實習內容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但其已為公

眾或獲乙方同意所知悉者不在此限。 
十三、性平規定：丙方於乙方實習期間遭性騷擾時，其申訴之提出及認定，依性別工作

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等規定辦理；丙方於乙方實習期間之學

習機會、內容、成績評量待遇或獎助學金之給予，遭乙方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

別待遇時，其申訴之提出、認定及賠償責任，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等規定辦理。 
十四、爭議：發生實習糾紛或爭議，經甲方與乙方實習輔導老師協調未果者，甲、乙、

丙方任一方得提交系級校外實習權責單位、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 

十五、附則 

1. 附件：「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實習計畫表」。 
2. 本合約所有相關附件均視為合約之一部分，具合約條款完全相同之效力，其他有

關實習合作未盡事宜，甲、乙、丙三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3. 本合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民法、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法

令，合約書未盡周詳之處，均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則。 
4. 甲、乙、丙三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三方合意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 
十六、本合約書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校 長：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負責人：張金龍             （簽章） 
實習單位：工作犬訓練中心（實習機構） 
單位主管：顏才博                   （簽章） 
地  址：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統一編號 ： 91004103 
 
 
丙 方：（實習學生） 
學 生：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 
家 長：           （簽章）（合約內容均已了解並同意學生簽署）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公司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負責人 張金龍 
統一編號 

(必填) 
91004103 

聯絡人 段俞均 職稱 行政助理 

聯絡電話 (08) 7703202#5211 傳真 08-7740170 

公司地址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E-mail npustwd@gmail.cmo 

公司簡介 
 

 

年營業額  員工人數  

休假/補休方式  

其他說明  

附件 



實習計畫表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實習學生 

校名  

學號  姓名  

科系別 

班級 
 

學校 

輔導老師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實習期間 自112年7月3日 至112年8月25日 

實習機構 

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部門 工作犬訓練中心 

機構 

輔導老師 
羅書姍 

第二部分：實習學習內容  

實習課程

目標 

涵蓋了犬隻照護、美容、訓練、工作犬教育等實作學習，實際體驗動物/寵物相關產業

職場概況 

實習課程

內涵 

(請各系規劃含符合專業及職務所需之學習內容) 

工作犬、寵物犬照護、美容、訓練、工作犬推廣教育活動、犬舍經營管理模式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 

1  112年7月3日至112年7月4日 機構對實習學生進行安全講習 

2 112年7月5日至115年7月7日 學習工作犬舍日常照養流程及模式 

3  112年7月10日至112年7月14日 
協助工作犬舍日常照養流程、學習基礎寵

物美容 

4  112年7月17日至112年7月21日 
協助工作犬舍日常照養流程、學習犬隻訓

練基本原理及方法 

5 112年7月24日至112年8月25日 
協助工作犬舍日常照養流程、協助犬隻訓

練工作及執行相關活動 

附件 



備註：教育部規定學生實習計畫應經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檢視後簽署同意，依本校學生校外

實習辦法規定，本實習計畫表為本校校外實習合約之附件，請於實習合約校內用印程

序中一併檢附。 

實習機構

參與實習

課程說明 

(說明實習機構提供實習課程指導與資源、主要的實習活動及實習方式) 

提供犬隻基礎照養、照護、美容、訓練相關課程，學生由做中學的方式實際

參與工作犬養成方法 

業界專家

輔導實習

課程規劃 

(說明主要的輔導內容及輔導方式，例如：工作觀摩、專業訓練等) 

本校講師級研究員暨犬隻訓練師教導犬隻訓練原理與技術 

學校教師

輔導實習

課程規劃 

(說明學校輔導老師輔導訪視實習課程進行之規劃) 

第三部分：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 

實習成效

考核指標

或項目 

(請各科系依照學生個別的實習規劃，與實習機構共同訂定) 

實習成效

與教學評

核方式 

(請各科系根據實習課程與規劃訂定) 

實習課後

回饋規劃 
(依各校校外實習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