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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放下手機



正職工作者



正職工作者

努力的程度=被對待的方式
被賦予的責任

隱藏版的磨練與考驗



正職工作者

256小時=8小時x32天



勞動權益 把握機會開拓
視野、

增加經驗值

(不是打工、不是上課)



課程
校外
實習



「產業實習與職涯發展」

（實質授課）

109-2 林淑雅老師

1. 校外機構實習模式

2. 交換生實習模式

3. 創業模式



實習方式之選定
必須由以下三種模式當中擇一進行：
一、校外機構實習模式：實習機構應經政府登記核准，具有良好
制度及信譽，已與本系簽訂實習合作意向書，並符合學生專長學
習領域。
二、交換生模式：交換生實習以國際藝文市場與產業考察為主題，
必須符合以下三項原則： (1)須有明確調查對象（藝文展會機構組
織）； (2)須有符合256小時的質與量的觀察內容與詳實記錄； (3)
須有公開發表的事實。並經授課教師檢核通過。
三、創業模式：必須符合以下三項原則：
(1)在提出實習申請的當年度9月30日前，已成立個人品牌或工作室，
並已經營至少半年（必須附上實際佐證資料），具有持續發展的
穩定度。
(2)申請時已取得公司或工作室登記（必須附上立案證明文件）。
(3)檢附未來一年的營運計畫書（須附上自行尋找的本系指導老師
及其簽名）



綜合大學

(非職業訓練/自我養成)

(銜接職場/學用連結)

技術體系大學

(職業訓練與養成)





實習生 intern

• A student or trainee who works, sometimes 
without pay, in order to gain work experience 
or satisfy requirements for a qualification.
– 符合要求、獲得工作經驗、十年後的想望

– 如同正職人員，負責，準時，達成機構要求

– 實習vs.學習：應有先備能力，不是從零學起

– 具備70%先備能力才選擇該單位，避免落差

學生 實習生 專業者



• 校外實習機構合作合約書（三方）

– 正式文件，具有法律效力，承諾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校外實習要點」

256小時！



全年度流程：

1. 每年5月1日至15日，學生自薦實習機構。

2. 每年5月15日前教師須完成實習訪視。

3. 每年5月31日前學生須完成產業實習，並繳
回相關實習資料。

4. 每年5-6月間擇日辦理實習說明會。

5. 每年9月30日前學生須完成實習申請作業，
並繳回實習相關資料。



相關表格

• 系所

• 學生*
• 教師*
• 機構*





109學年度簽約機構名單

• 縣外機構、縣內機構

• 實習生名額及學習領域 （預計6/9公告）

• 條件

* 各機構實習要求不同，請務必注意！





職場出路

藝術人文領域

民族藝術領域

藝術營管領域

藝術創作領域

文化機構工作者
公共藝術規劃者
節目規劃工作者
獨立藝術人文研究者

族群藝術研究者
部落工作室者
文化資產維護
族群美術館工作者

藝術產業經營者
藝術行銷人員
藝廊及博物館助理
創意整合與專案管理
文創商務執行與管理

獨立藝術創作者
藝術創作設計助理
產品研究發展助理
展演活動內容設計者



領域 實習機構

藝術人文領域 花蓮縣文化局、聲子藝文工作坊、更生日報

華陶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族藝術領域 津和堂城鄉創意顧問有限公司

藝術營管領域 原風藝站文創工作坊、日日發工作室(花蓮日日)、好想生活本舖
有限公司(魂生製器)、美好食代股份有限公司(美好花生)、台灣
靚好有限公司(98裡作)、七星柴魚博物館

津和堂城鄉創意顧問有限公司、不二堂、台北藝術產經研究室、
最靡國際視覺整合有限公司(Min Design)、蔚龍藝術有限公司
(URS127玩藝工場)

藝術創作領域 北角工作室、陶禧藝術、洄瀾窯民宿(洄瀾窯)、好想生活本舖有
限公司(魂生製器)、豐田走廊企業社

知藝服裝設計公司



問答集
1. 大三提早實習？
 本系實習要點：§3-4

2. 寒假提早實習？
 本系實習要點：§4-2

3. 暑假實習？
 本系實習要點：§4-2

4. 縣外實習？學生自行負擔費用？
 本系實習要點：§7-2
 108學年度：縣外僅限10名。以完整資料繳回系辦之優先

順序為定。（授課教師簽名後繳回）

5. 交換生可同步實習？需延畢？
 本系實習要點：§4-6、§6-3

6. 保險？起迄？
 7/1-6/30。本系實習要點：§7-3 （即將修改）













務必！

• 與機構談清楚、白紙黑字
– 實習時數與要求：256小時，或以上
– 是否每次上班8小時，或其他
– 是否提供實習/職前訓練，或其他
– 勞務津貼，或其他
– 申請境外交換，必須在面試/申請職缺時清楚告知，未來可能需解除合約

• 審慎評估自身條件與狀況
– 必要時徵詢之前到同一機構實習的學長姐
– 仔細確認工作屬性、內容、規範後，才前往申請實習
– 專案屬性工作(6機構)，需要更積極主動提問和尋求解決方法

• 注意自身安全
– 有任何狀況隨時回報系上
– 若真有必要，可以轉換實習單位（一次為限）

• 切實負起「正職人員」責任，展現相對應的工作態度
– 切勿無故缺席，機構/業師必須為此負擔責任
– 留意「想像」與「實際」工作之間的落差，並盡力完成工作



機構

60%

修課

40%

產業實習與

職涯發展

100%



實習生 intern

• A student or trainee who works, sometimes 
without pay, in order to gain work experience 
or satisfy requirements for a qualification.

– 如同正職人員，負責，準時，達成機構要求

– 實習vs.學習：應有先備能力，不是從零學起

– 具備70%先備能力才選擇該單位，避免落差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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