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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管私立文興高級中等學校與○○○ 

校外實習合作契約 
 
 
 

規定 說明 
教育部主管之私立文興高級中等學校（以

下稱甲方）及○○○（以下稱乙方），依據高

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推動實務技能

學習之校外實習課程，藉以增進學生實務技能

及就業能力，協助學生未來職涯發展，以符應

產業人才培育需求，並經雙方同意簽訂本合作

契約（以下稱本契約），俾供遵循。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

辦法第十條之規定：「學校應與校

外實習合作機構簽訂合作契約，並

將合作契約連同實習計畫，報各該

主管機關備查。」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為協助各校順利與校外

實習合作機構完成簽訂合作契

約，以利學生至校外實習，爰訂定

本契約以供各校及各該主管機關

參考。 

一、 校外實習工作職掌： 

(一) 甲方負責實習課程規劃、聯繫協調實

習有關事項及安排分發學生實習單

位，並指派教師負責輔導學生實務技

能實習。 

(二) 乙方參與實習課程規劃、負責學生實

習職務分配、報到、訓練及輔導學生。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

辦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明定雙

方之工作職掌。 

二、 實習起訖期間、時段及其他注意事項： 

(一) 實習起訖期間：自○年○月○日起，

至○年○月○日止。 

(二) 每日實習時段：實習時間自○○○起，

至○○○止。（12：00~至13：00為休

息時間。） 

(三) 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且繼

續實習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

休息。每日實習時間之起訖，包括實

習及中間休息時間，合計不得超過十

二小時。 

(四) 實習時間，不得安排於午後八時至翌

晨六時前；且不得強制學生從事與實

習課程無關之訓練。 

1.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

施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

規定：「校外實習：學生於學期

中，每學期以六星期為限，在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實習。」及

同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明

定實習起訖時間、實習時段。 

2. 參考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

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二十

四條之規定，明定休息時間，

以確保學生在職場實習時，能

有充分之休息時間。 

三、 實習內容： 

(一) 乙方提供甲方○○○學程學生共○ 

人之實習職務。 

(二) 乙方提供之實習內容，應符應甲方課

程計畫實習科目之○○○。 

(三) 乙方提供之實習內容，應載明於校外

實習計畫。 

 

1. 明定學生科別、年級、班級及

人數。 

2.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

施辦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

明定實習內容應與學生在校所

學課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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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定學生實習內容應載明於高

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申請計畫

書中。 

四、 保險： 

乙方為提供學生實習，應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

辦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明定乙

方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確

保學生在職場實習之安全。 

五、 膳宿及交通： 

(一) 住宿： 

□乙方免費提供員工宿舍。 

□乙方提供員工宿舍，由學生負擔

______元。 

□乙方補助住宿費 元。 

□無需住宿。 

(二) 膳食： 

□乙方免費提供膳食中餐。 

□乙方提供膳食餐，由學生負擔

______元。 

□乙方補助膳食費 元。 

□由學生自理。 

(三) 交通： 

□乙方免費提供交通車。 

□乙方提供交通車，由學生負擔 元。 

□乙方補助交通費 元。 

□由學生自理。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

辦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明列廠

商有關學生之膳宿及交通安排事

項。 

六、 實習輔導及評量： 

(一) 甲方於實習二週前，將學生名單及報

到資料送達乙方；乙方於學生報到

後，應即給予職業安全衛生訓練。 

(二) 甲方應於校外實習前，要求學生在校

外實習期間遵守乙方規定，並注意實

習態度及紀律。 

(三) 乙方應於校外實習期間指派專人（包

括現場師傅）擔任學生實習之指導

員，負責督導學生實習及訓練。 

(四) 甲方應於校外實習期間安排教師每週

定期赴乙方訪視學生，負責實習輔

導、溝通及聯繫。 

(五) 甲方學生應於校外實習期間，依甲方

規定填寫「實習週記」，送請乙方單位

主管及甲方教師共同核閱。 

(六) 校外實習結束後，乙方應將學生之實

習表現，提供甲方作為學生實習成績

評量之參據。 

1.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

施辦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

明定雙方之權利義務。 

2. 明定雙方從實習前、實習中及

實習後學生作實習輔導及評量

之各項措施與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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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乙方應知會

甲方共同協商輔導或其他處理方式；

經輔導未改善者，取消其實習資格或

轉安置至其他實習合作機構。。 

(八) 甲、乙雙方得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

項措施。 

七、 爭議處理 

(一) 學生在校外實習期間，如有未依乙方

之訓練規定從事有損乙方聲譽，或有

其他無法適應訓練之情事，乙方應知

會甲方共同處理，並視情況決定是否

終止實習。 

(二) 校外實習期間，學生如有發生實習糾

紛或其他爭議之情事時，乙方應提請

甲方校外實習小組召開會議協調，乙

方應推派代表與會。 

(三) 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

法救濟時，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

為管轄機關。 

1. 規範實習期間，如有發生實習

糾紛或其他爭議之處理。 

2. 廠商願意提供在學學生進場作

實習，純為服務性質，並無助

於廠商產能之提升或增加利

潤。為增強廠商提供學生進場

實習之意願，故如有爭議事項

需要處理時，先由雙方召開會

議協商審議，避免直接至法院

進行訴訟。 

3. 明定甲乙雙方就契約有爭執，

循司法救濟途徑時之管轄機

關。 

八、 契約變更與終止： 

(一) 其他有關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未盡事

宜，甲乙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

另訂或補充之。 

(二) 甲乙任何一方欲提前終止本契約時，

應於保障學生實習權益之前提下，經

雙方協議後始得為之。 

 

1. 規範契約變更與終止事項。 

 

2. 強調任何一方欲提前終止本契

約，應於保障學生實習權益之

前提下，經雙方協商後始得為

之。 

九、 附則： 

(一) 乙方不得使學生接受繁重及具危險性

之實習職務。 

(二)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乙方不得以種

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

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

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

或血型為由，予以歧視；乙方亦不得

因學生提出申訴，給予不利之待遇。。 

(三)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乙方應防治性

騷擾行為之發生；乙方知悉學生有受

性騷擾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

正及補救措施。 

(四) 為顧及乙方之業務機密，甲方之學生

及教師因參加甲方校外實習課程合作

所知悉乙方之業務機密，無論於校外

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洩漏

予第三人或自行加以使用，亦不得將

 

1. 附則(一)提醒合作機構確保學

生之安全。 

2. 附則(二)提醒合作機構確保學

生在職場實習期間能有無差別

的待遇。 

 

 

 

3. 附則(三)提醒合作機構確保學

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性騷擾行

為之防治與發生後之糾正及補

救措施。 

4. 附則(四)明定學校師生應遵守

合作機構之業務機密保密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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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內容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 

十、 本合作契約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

一份存照。 

合作契約之份數與收執。 

 

 

 

 

 

 

 

 

 

 

 

 

 

 

 

 

立契約書人： 

甲      方：                               

校      長：                                             

電      話：                                           

地      址：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 

歐陽郁文 

04-8753889 

520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三段93號 

 

乙      方： 

負  責  人： 

電      話： 

地      址： 

○○○ 

○○○ 

○○○ 

○○○○○○○○○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0 1  月 ○ ○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