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語文系

校外實習訓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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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引

一、錄取【日文系實習】之

日文系學生及非日文系學生，請見P.3~P.15

二、錄取【外系或生涯發展中心實習】之

日文系學生，請見P.16~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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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日文系實習】之
日文系學生及非日文系學生

-實習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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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種類 實習時數 學分

1.職場體驗實習(一) 36小時 1學分

2.職場體驗實習(二) 72小時 2學分

3.境外實習(一) 36小時 1學分

4.境外實習(二) 72小時 2學分

5.境外實習(三) 108小時 3學分

6.境外實習(四) 144小時 4學分

7.暑期實習(一) 160小時 2學分

8.暑期實習(二) 320小時 4學分

校外實習種類

•以上校外實習種類之學分為額外獲得的學分，
不可申請抵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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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種類 實習時數 學分

9.學期校外實習(一) 4.5個月、720小時 申請免修15學分

10.學期校外實習(二) 4.5個月、720小時 申請免修15學分

11.學期境外實習(一) 4.5個月、720小時 申請免修15學分

12.學期境外實習(二) 4.5個月、720小時 申請免修15學分

校外實習種類(續)

在學期間
1.修習實習課程以30學分為上限。
2.同名稱實習課程僅得修習一次。惟該類實習課
程成績不及格，未取得實習學分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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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開始前
•實習合約(日文系提供)

實習期間

•實習計畫書(實習生→實習輔導老師、實習機構→學生所屬系)

•實習期間報告(實習生→實習輔導老師)

•實習考評表(實習生→實習機構)

•實習證明書(實習生→實習機構)

實習結束

•實習成果報告(實習生→實習輔導老師、日文系)

•實習考評表(實習機構→日文系)

•實習證明書(實習機構→日文系)

•實習免修單(學期實習生→學生所屬系審核)

以上表單於系網-「實習專區」皆可下載

日文系實習



實習開始前

•實習合約：

1.日文系會與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請同學勿自行與
實習機構另簽合約。(合約會提供一份給同學留存)

2.若實習機構有提出需另簽合約之要求，請先與實習輔
導老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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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簽證：
1.日本實習者：需取得實習居留資格（特定活動簽證）始得赴日進行實

習，最遲須於開學前一週取得實習居留資格（特定活動簽證）始得赴
日進行實習，因任何因素無法於規定時間內取得簽證者不得前往實習，
須依規定返校上課。

2.其他國家實習者：須符合各國相關法令規定入境，如有違反各國法令
入境者，須自負相關責任。

• 註:日本實習居留資格(特定活動簽)由實習機構送交申請資料至日本出
入境管理局進行審核，審核時間長短依各地區情況而有所不同，亦可
能發生不予通過之情形。未取得實習居留資格者，不得前往日本進行
學期實習，需返校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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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開始前(續)

日文系實習



• 就學貸款：

進行國內外學期/學年實習、並有辦理就學貸款需求者，請提
前至學務處生輔組詢問及辦理

• 兵役緩徵(出國者適用)：

1.出國交換留學或實習的在學役男(含尚未服役及已服完兵役)

2.交換留學或實習長達90天以上(含90天)

敬請於出國前一個月，完成辦理「役男緩徵手續」

3.相關手續辦理流程可詳閱軍訓室網頁或親洽軍訓室高教官。

4.學期/學年實習者，請親洽軍訓室高教官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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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開始前(續)

日文系實習



• 實習計畫書實習計畫書實習計畫書實習計畫書::::（（（（必繳必繳必繳必繳））））

1.開始實習2週內繳交「實習計畫書」給實習輔導老師。

2.計畫書內容：與實習輔導老師及實習機構指導人員討論後填寫完成，並
交由前述2位師長於最後一頁簽名。

3.繳交方式:與實習輔導老師討論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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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期間-繳交資料
日文系實習



• 校外校外校外校外實習期間實習期間實習期間實習期間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必繳必繳必繳必繳））））

需定期繳交「校外實習期間報告」給實習輔導老師。
1.職場體驗實習：實習期間至少繳交1次。
2.暑期實習、境外實習及學期校/境外實習：實習期間每個月至少繳交1次。

• 校外實習課程轉換實習機構或停止實習申請表（非所有人適用)

申請中止實習或轉換實習機構者，需向實習機構及實習輔導老師提出

並依「文藻外語大學申請轉換校外實習機構及中止實習課程實施細則」
(https://reurl.cc/a9vq3Z)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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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期間-繳交資料
日文系實習



•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考評表考評表考評表考評表::::（（（（必繳必繳必繳必繳））））

報到當日請提供給實習機構指導人員或部門主管，實習結束後1周內，由
實習機構填寫後寄回系上。

• 實習證明書實習證明書實習證明書實習證明書：：：：（（（（必繳必繳必繳必繳））））

報到當日請提供給實習機構指導人員或部門主管，實習結束後1周內，由
實習機構填寫後寄回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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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期間-繳交資料(續)
日文系實習



實習期間-注意事項

• 實習保險實習保險實習保險實習保險：：：：

1.若實習機構提供薪資或津貼，則實習機構須為同學投保勞工保險
【包含意外傷害或職業災害等事故保險】，校方則不再重複投保。
反之，若實習機構未提供薪資或津貼，則校方於同學實習期間將
為同學投保意外險及傷害醫療險。

若同學欲額外自行購買較高保額之保險，以保障自身權益，可自
行額外加保，費用自付，並請提供投保證明至學校留存。

2.損害賠償責任險：實習生自行承保

• 實習環境或實習內容有疑慮實習環境或實習內容有疑慮實習環境或實習內容有疑慮實習環境或實習內容有疑慮：：：：請立即請立即請立即請立即向實習向實習向實習向實習機構機構機構機構反應反應反應反應，，，，並立即並立即並立即並立即通知
實習輔導老師

• 發生職場性騷擾發生職場性騷擾發生職場性騷擾發生職場性騷擾：：：：請立即向請立即向請立即向請立即向實習實習實習實習機構機構機構機構反應反應反應反應，，，，並立即並立即並立即並立即通知實習輔導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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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期間-注意事項(續)

• 於實習開始後，非經不可抗力因素即中止實習者，則該實
習學分以零分計分。

• 實習期間有重大違規者，依本校教務處及學務處生涯發展
中心相關規定辦理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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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結束(1周內)-繳交資料
• 實習成果實習成果實習成果實習成果報告書報告書報告書報告書：：：：((((必繳必繳必繳必繳))))

繳交日期及內容由實習輔導老師訂之。請將實習成果報告書電子檔提供給系辦、
並上傳至「W-Portfolio」。

• 校外實習免修校外實習免修校外實習免修校外實習免修單單單單：：：：((((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年實習者適用學年實習者適用學年實習者適用學年實習者適用))))

◆For日文系學生

1.實習結束後1週內繳交。

2.學分免修依「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科)科目學分免修與抵免辦法」辦理。

(1)可申請免修實習當學期的共同必修、專業必修及專業選修，共15學分
(2)免修課程不包含「補修課程」、「重修課程」及本系學分學程之跨領域課程
(3)103、104學年度入學之日四技學生，不可申請免修「畢業專題」

3.實習課程為必修者，申請免修時，其中1學分須列為必修之實習學分計算，因此
至多僅能申請免修14學分。

4.YJ4第二學期以學期校/境外實習作為「移地學習」學分者，不用繳交免修單。

◆For外系學生

免修規定請依所屬系之規定辦理，免修單亦提供予所屬系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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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結束(1周內)-繳交資料(續)

• 實習考評實習考評實習考評實習考評表表表表、、、、實習實習實習實習證明書證明書證明書證明書：：：：((((必繳必繳必繳必繳))))

由實習輔導老師請實習機構繳交為原則

備註:若屬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者，且海外實習期間達183天(含)  
以上者，請於實習結束返國後一週內到生輔組報到。

16日文系實習



錄取【外系或生涯發展中心實習】之
日文系學生
-實習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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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種類校外實習種類校外實習種類校外實習種類 實習時數實習時數實習時數實習時數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1.職場體驗實習(一) 36小時 1學分

2.職場體驗實習(二) 72小時 2學分

3.境外實習(一) 36小時 1111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4.境外實習(二) 72小時 222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5.境外實習(三) 108小時 3333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6.境外實習(四) 144小時 4444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7.暑期實習(一) 160小時 222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8.暑期實習(二) 320小時 4444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校外實習種類

•以上校外實習種類之學分為額外獲得的學分，
不可申請抵免課程

18外系或生涯發展中心實習



校外實習種類校外實習種類校外實習種類校外實習種類 實習時數實習時數實習時數實習時數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9.學期校外實習(一) 4.5個月、720小時 申請免修15學分

10.學期校外實習(二) 4.5個月、720小時 申請免修15學分

11.學期境外實習(一) 4.5個月、720小時 申請免修15學分

12.學期境外實習(二) 4.5個月、720小時 申請免修15學分

校外實習種類(續)

在學期間
1.修習實習課程以30學分為上限。
2.同名稱實習課程僅得修習一次。惟該類實習課
程成績不及格，未取得實習學分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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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開始前

•實習合約(校內媒合單位)

•註：校內媒合單位意指外系及生涯發展中心

實習期間

•各項實習資料的繳交，請依校內媒合單位或實習輔導老師之規
定

實習結束

•實習成果報告、考評表、實習證明書的繳交，請依校內媒合單
位或實習輔導老師之規定

•實習免修單(學期實習生→學生所屬系審核)

相關表單之下載連結，請詢問校內媒合單位。
(ex:實習是由XX系媒合者，請洽XX系。由生涯發展中心媒合者，請洽生涯)

外系或生涯發展中心實習



實習開始前
★請同學於媒合成功後，務必向校內負責招募該實習之單位
(科系或生涯發展中心)詢問各項實習規定及注意事項，以免影
響自身權益。也請遵照實習輔導老師的規定並保持聯繫。

• 實習合約：

1.校內媒合單位會與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請同學勿自行與實習機構另
簽合約。

2.若實習機構有提出需另簽合約之要求，請先與實習輔導老師討論。

• 實習簽證：

1.須符合各國相關法令規定入境，如有違反各國法令入境者，須自負相關
責任。

2.簽證取得的最終期限、或未於期限內取得簽證的因應做法…等相關問題，
請同學向校內媒合單位詢問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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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學貸款：

進行國內外學期/學年實習、並有辦理就學貸款需求者，請提
前至學務處生輔組詢問及辦理

• 兵役緩徵(出國者適用)：

1.出國交換留學或實習的在學役男(含尚未服役及已服完兵役)

2.交換留學或實習長達90天以上(含90天)

敬請於出國前一個月，完成辦理「役男緩徵手續」

3.相關手續辦理流程可詳閱軍訓室網頁或親洽軍訓室高教官。

4.學期/學年實習者，請親洽軍訓室高教官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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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開始前(續)

外系或生涯發展中心實習



實習期間-注意事項

• 實習保險實習保險實習保險實習保險：：：：

1.若實習機構提供薪資或津貼，則實習機構須為同學投保勞工保險
【包含意外傷害或職業災害等事故保險】，校方則不再重複投保。
反之，若實習機構未提供薪資或津貼，則校方於同學實習期間將
為同學投保意外險及傷害醫療險。

若同學欲額外自行購買較高保額之保險，以保障自身權益，可自
行額外加保，費用自付，並請提供投保證明至學校留存。

2.損害賠償責任險：實習生自行承保

• 實習環境或實習內容有疑慮實習環境或實習內容有疑慮實習環境或實習內容有疑慮實習環境或實習內容有疑慮：：：：請立即請立即請立即請立即向實習向實習向實習向實習機構機構機構機構反應反應反應反應，，，，並立即並立即並立即並立即通知
實習輔導老師

• 發生職場性騷擾發生職場性騷擾發生職場性騷擾發生職場性騷擾：：：：請立即向請立即向請立即向請立即向實習實習實習實習機構機構機構機構反應反應反應反應，，，，並立即並立即並立即並立即通知實習輔導老
師

23外系或生涯發展中心實習



實習期間-注意事項(續)

• 於實習開始後，非經不可抗力因素即中止實習者，則該實
習學分以零分計分。

• 實習期間有重大違規者，依本校教務處及學務處生涯發展
中心相關規定辦理懲處。

24外系或生涯發展中心實習



• 實習計畫書實習計畫書實習計畫書實習計畫書、、、、考評表考評表考評表考評表、、、、實習證明書實習證明書實習證明書實習證明書、、、、成果報告書成果報告書成果報告書成果報告書…………等等等等

1.請依校內媒合單位或實習輔導老師之規定按時繳交

2.請將資料繳交給校內媒合單位或實習輔導老師

• 轉換實習機構或停止實習申請表（非所有人適用)

申請中止實習或轉換實習機構者，需向實習機構及實習輔
導老師提出，並依「文藻外語大學申請轉換校外實習機構
及中止實習課程實施細則 」 (https://reurl.cc/a9vq3Z)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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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結束(1周內)-繳交資料
• 校外校外校外校外實習免修實習免修實習免修實習免修單單單單：：：：((((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年實習者適用學年實習者適用學年實習者適用學年實習者適用))))

1.實習結束後1週內繳交。

2.學分免修依「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科)科目學分免修與抵免辦法」
辦理。

(1)可申請免修實習當學期的共同必修、專業必修及專業選修，共15學分
(2)免修課程不包含「補修課程」、「重修課程」及本系學分學程之跨領
域課程

(3)103、104學年度入學之日四技學生，不可申請免修「畢業專題」

3.實習課程為必修者，申請免修時，其中1學分須列為必修之實習學分計算，
因此至多僅能申請免修14學分。

4.YJ4第二學期以學期校/境外實習作為「移地學習」學分者，不用繳交免
修單。

備註:若屬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者，且海外實習期間達183天(含)以上者，
請於實習結束返國後一週內到生輔組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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