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內校外專業實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 

108 年 7 月 31 日第 165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 年 6 月 29 日第 20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發展與推動本校校外專業實習課程，依據本校「國內校外專業實習辦法」，

鼓勵各系所結合校內外資源以協助學生進行職場體驗、培養專業實務能力，並

擴展系所教學實務資源，特訂定本校「國內校外專業實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為本校開設國內校外專業實習課程，且實際安排學生至校外

進行專業實習之系、所、學位學程。師資職前教育之教學實習課程，另依本校

師資培育處相關補助辦法辦理。 

三、本校學生實際至校外進行專業實習，須遵守本校「國內校外專業實習辦法」

及系級單位實習作業辦法之規範。 

四、本要點補助經費限用於下列用途： 

（一）查訪實習場所環境：在安排實習生至校外實習前，派員至欲合作之實習

機構進行實地訪查，以作為實習機構之篩選及評估參考依據。 

（二）實習機構參訪：實習生擇定實習機構前，藉由實際參觀職場環境與各部

門人員交流增進對企業營運概況、產業實務的瞭解。 

（三）辦理職前講習說明會：實習生前往校外實習前，向實習生說明實習內容、

成績評核方式、安全衛生、職場倫理、勞動權益及實習期間之權利義務

等事項，及編印校外專業實習生注意須知及勞動權益手冊。 

（四）實習期間安全維護與輔導：辦理實習生校外實習期間之意外傷害相關保

險，及實習指導教授實地訪視與輔導之差旅費補助。若實習指導教授進

行專業實習訪視指導時，依本課程之學分數授滿規定時數後，得依本校

「國內校外專業實習辦法」之規定請領訪視輔導鐘點費。 

（五）實習成果展現：校外實習結束後，辦理實習成果觀摩、海報展等相關活

動，展現實習成果並增加學生間觀摩學習機會。 

（六）實習成效評估：校外實習結束後，邀請實習督導、實習生進行實習後效

益評估調查，提供檢討改善建議。 

（七）其他：有利於提升校外專業實習課程品質、拓展實習合作機會等相關配

套措施。 

五、補助內容： 

（一）補助經費項目：辦理專業實習課程相關事務始得支用，包含實習生保險

費、外聘講座鐘點費、實習督導出席費、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誤餐費、訪

視輔導鐘點費、國內出差旅費、實習參訪車資、印刷費、郵資、雜支等。 

（二）實習生保險請參照｢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意外險共同

供應契約」之額度規定，自行辦理。 



 

（三）補助原則：各系所(含學位學程)辦理校外專業實習課程且實際安排學生

於國內實習者，補助經費依全系所選課人數(以第三階段選課結果為主)區

分為下列額度。 

1. 總計 8 人(含)以下：補助 8,000 元； 

2. 總計 9 人(含)以上：以選課人數乘以 1,000 元為補助經費，惟每學期

補助總額以 8 萬元為上限。 

六、申請方式： 

（一）專業實習課程教學計畫須先經系級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審議後，再提出

申請。 

（二）每學期開學後八週內備齊申請表、當學期實習課程第三階段選課人數清

單、專業實習課程教學計畫經系級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審議之會議紀錄，

以系（所、學位學程）為單位統一送件。 

七、核銷方式： 

（一）申請單位依核定後經費支出檢附領據、發票及相關證明辦理核銷，並於

校外專業實習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備齊成果報告(紙本+電子檔)送交本

處辦理結案事宜。 

（二）申請單位未依規定辦理核銷或繳交成果報告者，將列入來年經費補助審

核之參考。 

八、本要點所需經費由相關計畫案年度經費及研究發展處業務費用支應。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內校外專業實習課程補助申請表 
 

申請單位  開課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校外專業實習課程基本資料（表格若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課程 1 

課程名稱： 

開課教師： 

是否安排學生實際至校外實習：□是  □否 

預計本學期每位學生實習時數：     小時 

 所屬學制：□大學部  □碩士班 

 開課年級：     年級 

 性質：□選修  □必修；計    學分 

 第三階段選課人數：      人 

課程 2 

課程名稱： 

開課教師： 

是否安排學生實際至校外實習：□是  □否 

預計本學期每位學生實習時數：     小時 

 所屬學制：□大學部  □碩士班 

 開課年級：     年級 

 性質：□選修  □必修；計  學分 

 第三階段選課人數：      人 

教學活動規劃表（表格若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序次 辦理項目 預計辦理日期 活動規劃/工作項目說明 

1 講座(範例) 111/02/22 

講題： 

講者： 

現職/經歷： 

2 
企業說明

會 
111/03/01 

邀請單位： 

預計提供實習職缺數： 

3 
實習機構

參訪 
111/03/03 

參訪機構名稱： 

實習機構地址：  

4 實地訪視 
111/04/01~ 

111/06/15 

實習指導教授（或系所教職員）至校外實習合作機構進行實地訪視、輔導。 

申請訪視輔導鐘點費：職級   元*1.0191%(含二代健保)=   元，共  小時。 

5 
職前講習

說明會 
111/03/30 

至校外實習前，授課教師（或系所助教）確認實習內容，說明實習成績考核方式、

請假、緊急聯絡窗口等事宜。 

6 
加保意外

險 
111/04/10 

辦理校外實習期間意外險加保事宜。 

111 年 4-5 月共 25 名學生；111 年 5-6 月共 10 名學生。 

7 成果展 111/06/25 辦理實習成果展或海報展。 

補助經費申請： 

選課總計8人(含)以下，申請8000元 

選課總計9人(含)以上，申請   人×1,000元=      元(各系所學位學程每學期補助總額以8萬元為上限) 

補助經費項目：辦理專業實習課程相關事務始得支用，包含實習生保險費、外聘講座鐘點費、實習督導出席費、二代健保補

充保費、誤餐費、訪視輔導鐘點費、國內出差旅費、實習參訪車資、印刷費、郵資、雜支等。 

開課教師簽章 系、所、學位學程承辦人簽章 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簽章 

 

連絡電話： 

 

校內分機： 

 

以下由行政單位填寫 

項目 檢核 

申請單位已訂定系級專業實習作業辦法 有    無 

申請課程均安排學生實際至校外實習 有    無 

提供申請單位當學期實習課程第三階段選課人數清單 有    無 

提供專業實習課程教學計畫經系級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審議之會議紀錄 有    無 

教學活動安排與專業實習課程相關 有    無 

研究發展處 主計室 機關長官或授權代簽人 

□通過，同意補助經費：     元(含

預控人事費     元)，並請於課程

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成果報告(紙本+電

子檔)辦理結案作業。 

□不通過，原因： 

  

編號： 
(由研發處填寫) 



 

附件：補助項目及說明一覽表 

補助經費項目 單價 說明 核銷需檢附文件 

外聘講座鐘點費 2,000 元/時 

辦理求職準備、職場適應、職業安

全與衛生、勞動權益等講座(每學

期上限 16,000 元) 

1.講座活動照片 

2.印領清冊 

出席費 
每人次以 2,500 元

為上限 

邀請實習機構督導或專業人士出
席職前講習說明會、實習成果展
之費用。 

1.開會通知單 

2.會議簽到表 

3.印領清冊 

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 
- 

講座鐘點費、出席費等機關負擔
二代健保費用。 

1.於外聘講座鐘點費、出

席費核銷單一併請購。 

實習生保險費 覈實支付 
實習生至實習機構參訪、校外實
習期間保險費。 

1.學生保險名冊。 

2.保費收據正本。 

訪視輔導鐘點費 

教授 995 元 實習指導教授依本課程之學分數
授滿規定時數後，得依本校「國內
校外專業實習辦法」之規定請領
訪視輔導鐘點費(依授課教師職級
計算)。 

1.訪視輔導紀錄表 

副教授 855 元 

助理教授 795 元 

講師 725 元 

國內差旅費 覈實支付 

外聘講座或實習指導教授至實習
機構拜訪、實地訪視輔導之國內
差旅費。支給標準依本校國內出
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1.誤餐人員簽到表 

2.發票或收據正本 

實習參訪車資 覈實支付 
辦理實習機構參訪所需交通車租
賃費用。 

1.租賃車資報價單。 

2.發票或收據正本。 

印刷費 覈實支付 
印製實習相關海報、講義、手
冊、佈置等文宣品印刷費用。 

1.發票或收據正本 

2.相關文件1-2樣張（如

封頁、目錄、海報樣

本） 

誤餐費 100 元/人 
辦理實習相關講座、會議、座談
會等活動誤餐支出。 

1.誤餐人員簽到表 

2.發票或收據正本 

雜支 覈實支付 

實習課程材料補助費、學生實習

所需事務用品、郵資等雜支。(以

總經費 6%為限) 

1.發票或收據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