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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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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制日間部、二年制進修部學生為上學期：

每梯次實習為期 二個月 每週 五天 每天八小時
實習項目: (※但也是需配合實習場所時間之規定,特別是醫院)

第 梯次：

第 梯次：

1

2

109.9.1 ~ 10.31
109.11.1 ~ 12.31

眼視光實習(一)：眼科疾病見習
眼視光實習(二)：驗光配鏡綜合實習



實習返校日期

2

給予公假 天 返校參加註冊
返校時間：10 時至 12 時
四技教室：2108隱形眼鏡實驗室

二技教室： 2110 配鏡實驗室
請班代當天至系辦借用鑰匙開門

110.9.06 (開學前一天)

1

※開學日當天:行政系統不用再請公假，實習公文至實習單位時已有說明。



實習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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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期間應遵守見實習單位之人事與行政
規定

 實習時不得披頭散髮，實習服裝儀容力求平整、
清潔、悅目

 態度要溫和有禮、虛心請教、儀態端莊、言辭得體、
配合該實習單位指導老師之規定



實習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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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期間請假依學校規定辦理（中臺科技大學學生
請假規則）除返校註冊外，其餘作息時間與休假均
應比照各實習機構規定辦理，如有特殊情形必
須休假時，由學校與實習機構事先聯絡或發函公文，
並由實習機構酌情辦理

 實習是就業前的學習，應配合實習機構上下班、
放假規定，無法比照校內學生放假規定

請假規則參閱實習手冊

適逢中秋連假、國慶連假--如何排班請與實習單位討論



補實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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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實習時數：
病假：採 1：1 (休1天；補1天)
事假：採 1：2 (休1天；補2天)
遲到：遲到 10 分鐘以上補實習時補實習時數為 1 小時
曠班：曠班者補實習時數為 1：3，並扣該科目總成績一分，以此累計

喪假、公假、產假：免補時數，請務必上校務行政系統請假，並知會導師
審查

※ 若遇地震、颱風等天然災害時，則依照「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之
說明，學生實習地、實習之居住地、或依正常上班上課必經地區經政府公告停
止上課或實習機構停止營業時，應停止實習以確維學生安全。如該日原訂期程
需實習，時數仍予採計；如原訂期程為休假，亦不額外補假

※ 實習學生遇國定假日即依學校行事曆休假，無須補班；惟實習機構可依實習學生
意願協調排班，並採計2倍實習時數

※此補實習時數為校內之原則，但一切建議依照實習場所規定。



請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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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規則參閱實習手冊



實習請(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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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明：你跟大伯的關係?

你跟大伯共同都有直系血親關係的是祖父，故大伯跟你的關係是三親等旁系血親，
因此無法請喪假，可改請事假

直系血親
 尊親屬：父母為直系血親一親等；祖父母與外祖父母為直系血親二親等；曾祖父母

與外曾祖父母為直系血親三親等
 卑親屬：子女為直系血親一親等；孫子女及外孫為直系血親二親等；曾孫及外曾孫

為直系血親三親等



實習請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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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緩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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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期間選修學分：
不論應屆或延修，實習期間除非選修進修推
廣部學分 (下午 6：20 分以後上課或
假日班) 並限定 6 學分以下，原則上不
得返校重補選修學分

返校修課



實習生之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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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生如於實習期間出席或學習狀況不佳，或有任
何影響校譽之情況，經實習單位通報屬實者，得召

回實習生中止實習
(※則需隔一年後才能再選填實習!!)

 受招回之實習生若確有違反校規與校譽情事，將

依校規實施懲處



實習報告

11

眼科疾病見習
實習工作日誌+三個案例見習報告(含三篇實習心得)

實習日寫，指導者簽名 每個案例附三篇期刊論文，例如:白內障

請 裝訂成冊，擺放順序如下：

見習報告封面(自行設計) 三個

案例見習報告(附3篇以上期刊)

實習工作日誌(實習日必寫)

裝訂成冊o x請不要把實習指導老師評分表裝訂在裡面

不能環裝!!

每一篇皆150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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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樣式參考



實習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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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光配鏡綜合實習
實習工作日誌 +五個案例報告 +一篇實習心得
實習日寫，指導者簽名 例如:屈光矯正

(因近視、遠視、老花須配戴眼鏡)
150 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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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裝訂成冊，擺放順序如下：

實習報告封面(自行設計) 五個

案例實習報告 實習工作日誌(實

習日必寫) 實習心得

裝訂成冊o x請不要把實習指導老師評分表裝訂在裡面

不能環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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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樣式參考



實習報告表單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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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視光系網頁下載
實習專區 實習相關表格下載



16



實習成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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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表現
實習指導老師評分表(驗光配鏡、眼科疾病)

實習報告成績
驗光配鏡實習案例報告、眼科疾病見習報告

由實習單位指導老師評分

由系實習輔導老師評分

70%

30%



實習報到單繳交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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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請在實習第一天以前報到，請於報到前，
先以電話詢問實習單位報到時間
報到後之報到單可親送、傳班 Line 群、傳真或掛號郵寄方
式繳交至系辦公室予工讀生彙整

18

第 梯次：110.9.6前繳交

第 梯次：110.11.8 前繳交

1
2

 掛號郵寄方式：請記得寫「寄件人姓名」
【郵戳日期為憑】掛號郵寄「40601台中市北
屯區廍子路666號中臺科技大學視光系林安婕
小姐收」

 傳真電話：04-22390306

請注意：
逾期1天，扣總成績4分；逾期
2天，扣總成績8分，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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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眼科單位或驗光所，都務必記得 「 提前電話詢

問對方，大約什麼日期及時間點 適合過去報到 」 ，且

眼科醫療院所的部分,建議於白天時段前往報到(※晚上

18:00以前,因應晚診人數會眾多)

★出發實習前的說明會提醒: 記得一定要先電話詢問過

哦。 別未經詢問就自行跑去該單位,較容易造成對方單位

業務上的困擾。

實習報到 建議



實習報告繳交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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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生實習結束前三天繳交
請親送或掛號郵寄方式繳交至系辦公室予工讀生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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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梯次：110.10.29 前繳交

第 梯次：110.12.30 前繳交

1
2

掛號郵寄方式：請記得寫「寄件人姓名」
【郵戳日期為憑】掛號郵寄「40601台中
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中臺科技大學視光
系林安婕小姐收」

請注意：
逾期1天，扣總成績4分；逾期
2天，扣總成績8分，依此類推



實習報告繳交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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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生請於下述規定日期前繳交
請親送或掛號郵寄方式繳交至系辦公室予工讀生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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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梯次：110.10.29 前繳交

第 梯次：110.12.17 前繳交

1
2

請注意：
逾期1天，扣總成績4分；逾期
2天，扣總成績8分，依此類推

※因校規定12/24前須完成畢業班成績輸入

掛號郵寄方式：請記得寫「寄件人姓名」
【郵戳日期為憑】掛號郵寄「40601台中
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中臺科技大學視光
系林安婕小姐收」



實習評分表繳交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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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生請提醒實習指導老師，實習結束前
三天繳交實習評分表，可請學生親送、傳真或
掛號郵寄方式繳交至系辦公室予工讀生彙整

第 梯次：110.10.29前繳交

第 梯次：110.12.30 前繳交

1
2

請各位實習
生務必提醒
實習單位

掛號郵寄方式：請記得寫「寄件人姓名」
【郵戳日期為憑】掛號郵寄「40601台中
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中臺科技大學視光
系林安婕小姐收」



實習評分表繳交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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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生請提醒實習指導老師，於下述規定時
間繳交實習評分表，可請學生親送、傳真或掛號
郵寄方式繳交至系辦公室予工讀生彙整

第 梯次：110.10.29前繳交

第 梯次：110.12.17 前繳交

1
2

※因校規定12/24前須完成畢業班成績輸入

掛號郵寄方式：請記得寫「寄件人姓名」
【郵戳日期為憑】掛號郵寄「40601台中
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中臺科技大學視光
系林安婕小姐收」



實習生實習滿意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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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一 網址
「學生」對實習課程、實習機構之滿意度調查網址
https://goo.gl/forms/pnCN67RDiXv1PXDs1

請實習生實習結束前三天上網填寫滿意度問卷

第 梯次：110.10.29 前填寫

第 梯次：110.12.30 前填寫

1
2



實習單位實習問卷

25

問卷二
「實習單位」對實習生、實習課程之滿意度調查網址
https://goo.gl/forms/JZFLTBJp0PJE9Lnf1

請實習生提醒實習單位，在你實習結束前三天上
網填寫滿意度問卷

第 梯次：110.10.29 前填寫

第 梯次：110.12.30前填寫

1
2



實習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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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實習學生不在校上課，為何仍需繳交註冊費？
A1：依據教育部88.6.3台(88)技字88058056號函「學生如

全學期均在校外機構實習者，該學期費用以徵收學費全
部、雜費4/5為限(住宿者收取住宿費外，餘以不額外徵
收其他費用（如電腦或語言實習費及網路通訊使用費等
項目）為原則」。因不同學制所繳之費用是平均分攤在
每學期的學費及雜費中，學校所有軟、硬體運作，包括
實習指導老師薪酬和醫院實習費用等支付，所以學生在
實習期間所支付之所有費用是以教育部所核計之教育成
本分攤於各學期支付

A2：目前各公私立醫護技術學校皆依此標準收費



實習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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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學生實習期間若有任何問題時，需聯絡何人？

A1：實習期間發生任何事情（例如：車禍），請立即通報校
安中心（04-22392412）---再通報

導師 --- 再通報副主任（路建華）或實習負責教師（彭
乾鈞）

請將手機拿起來
立即輸入校安中心電話



實習保險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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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實習輔導-保險理賠相關
網址 http://rd.ctust.edu.tw/files/11-1013-3758.php?Lang=zh-tw

黃怡仁小姐，電話
04-22391647轉分機 8401

※實習期間保險理賠:有兩個(校外實習平安保險；校內學生平安保險)



實習保險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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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學生團體平安保險
網址 http://stuaff.w4.ctust.edu.tw/files/15-1005-38189,c93-1.php?Lang=zh-tw

楊怡庭小姐，電話
04-22391647轉分機 8135



實習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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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你們的校外實習成效，強化學習輔
導，提升實習生活之適應及服務知能養成

系上會安排老師
校外輔導實習訪視

以了解你們的實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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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成果發表會
第 場：四技，地點2065教室

→時間:111/01/07(五)10:15～11:50
→各組上台簡報共10分鐘(每人都要分享)
→9-10人/組；共十組…請班代統整組別名單

第 場：二技，地點2065教室
→時間:111/01/07(五)12:00～13:00
→各組上台簡報共15分鐘(每人都要分享)
→5人/組；共三組…請組長統整組別名單

1

2

※宗旨:讓實習學生有公開發表心得之機會(特殊案例分享、心路歷程)，讓學弟妹能
經由學長姐之經驗傳承與心得分享，對於實習機構之選擇或需特別注意事項有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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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至少需包含下列內容：
1.實習機構簡介
2.實習工作內容描述
3.特殊案例分享
4.實習心得與自我實習成效檢討
5.建議事項：

(1)對系上建議
(2)對實習單位建議
(3)對未來實習學弟妹建議
→每一人約略共4～5頁(包含兩梯次實習單位)

→並請組長按照組員們的上台順序進行簡報彙整

實習成果發表會
於行前說明會時:
邀約每班的實習成績排序第一者
至班級分享實習成果與經驗傳承
四技:兩位；二技: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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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實習返校日(110/9/06)為校定實習課程，應核予公

假並採計實習時數(8小時)，不另補班。

2.國定假日(9/21、10/11、12/31)三天，實習生依學校

行事曆應排休假；惟若學生同意配合實習機構規劃參與實

習，此三天得採計2倍時數。若實習生排休，則不採計實

習時數。

路老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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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級醫院眼科之見習，須配合醫院教學研究部整體實

習課程規劃，為避免增添醫院指導之負荷，得不依系實習

時數折抵規定辦理(實習選填說明會時已公開說明)。

4.本校與實習機構簽訂之實習合約起訖日期：第一階段

(110/09/01-110/10/31)、第二階段(110/11/1-

110/12/31)；實習機構若依據右列原則『8小時/日、40

小時/週，共計8週，320小時(含以上)/階段』規劃實習課

程，均符合實習合約之規範。 **注意**：320小時為驗光

人員國考認定之最低實習時數門檻，並非實習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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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中止實習的原因

醫院因素:
• 對傳染病的照護有過度負荷的現象
• 院內發生群聚感染
• 醫院和學校雙方皆無法提供學生足夠的防護設備
• 醫院認為應停止實習以減輕其教學負擔

學生&學校因素:
• 學生過於恐慌不安，經心理諮商輔導仍無法實習
• 校方認定實習課程可能引發院際交互感染
• 實習學生或實習指導老師發生流行疫病相關症狀



實習課程的替代方式

(1)實體臨床:至連鎖眼鏡店內實習80小時

(2)線上課程: 240小時眼鏡店業師課程
320小時眼科醫師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