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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受訪人員實習科系 

一、 基本資料 

109 學年度「專業實習」學生滿意度調查回收問卷 1173 位實習學生所屬科

系裡，以「行銷系」(177 位，15.1%)最多，其次為「財金系」(123，10.5%)，再

者為「企管系」(111 位，9.5%)，其餘詳如表 1-1。 

各系實習學生的填答率多數為百分之百。未達百分之百的學系，以「行銷

系」(72.0%)與「流通系」(87.1%)差距較大。全校的填答率為 91.7%。 

二、 留任意願與留任率 

填答時各系實習學生的「留任意願」，以「國貿系」(73.6%)最多，其次為「連

鎖學程」(70.6%)，再者為「資管系」(56.1%)。全校的「留任意願率」為 47.8%。 

表 1-1 校外實習科系統計表 

 

註：各項目百分比因四捨五入進位之關係造成總計百分比有±0.01 之誤差。 

嗣後調查留任實習機構之「留任率」，以「國貿系」(73.63%)最多，其次為

「連鎖學程」(70.59%)，再者為「資管系」(56.07%)。全校「留任率」為 47.75%，

均較調查「留任意願」時較低，再探詢實習雇主續聘意願率與實習學生留任率進

行比較，如表 1-2，圖 1-1。 

「雇主續聘意願」以「行銷系」（98.40%）最多，其次為「應外系」（97.06%），

再者為「財稅系」（95.70%）。 

表 1-2 雇主「續聘意願率」與實習學生「留任率」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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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雇主「續聘意願」與實習學生「留任」之比較 

 

貳、實習學生體驗 

本次調查有關校外實習學生就實習期間的職場體驗，以李克特五點量表來衡

量學生的滿意或認同程度，其中非常同意為 5 分，同意為 4 分，普通為 3 分，不

同意為 2 分，非常不同意為 1 分，進而計算各題之「平均分數」，另以「非常滿

意」與「滿意」兩項合計所佔比例當作「滿意度」，以「非常不滿意」與「不滿

意」兩項合計所佔比例當作「不滿意度」，以了解學生對於校外實習的滿意狀況。 

一、 平均分數 

各學系學生對於校外實習各體驗項目之「平均分數」如表 2-1 所示，以「資

管系」（4.49）最高，其次為「財金系」（4.48），再者為「應外系」（4.39），

全校平均數為 4.27。 

表 2-1 各系學生實習「平均分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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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滿意度 

各學系學生對於校外實習各體驗項目之「滿意度」如表 2-2 所示。以「財金

系」（91.8%）最高，其次為「財稅系」（89.5％），再者為「資管系」（89.4%），

全校滿意度為 84.3%。 
表 2-2 各系學生實習「滿意度」統計 

 

三、 不滿意度 
各學系學生對於校外實習各體驗項目之 與 ，如表 2-3

所示。「不滿意度」以「行銷系」（5.7%）、「不動產」（5.2％）、「風富系」

（4.5%）最有進步空間。以「財金系」（0.6%）、「連鎖學程」（0.8％）、「應

外系」、「流通系」（1.0%）不滿意度最低， 。 
以 22.9%）、 （21.5％）、 （19.5%）

最 ，以「不動產」（6.8%）、「財金系」（7.6％）、「會資系」（9.0%）

最低， 。 
表 2-3 各系學生實習「不滿意度」、「普通」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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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滿意的實習經驗評價項目 

整體而言，學生對於各項「實習經驗」評價項目的滿意度如表 2-4、圖 2-1，
以「實習輔導老師會訪視實習狀況」（91.3%，平均分數為 4.47)、「實習有助於

對職場的了解」(滿意度為 90.6%，平均分數為 4.43)表現較佳，其次為「實習後

提升解決實務問題能力」(滿意度為 88.3%，平均分數為 4.37)，再者為「實習機

構提供我專業且安全的實習環境」(滿意度為 88.2%，平均分數為 4.38)。 

較有進步空間，以「實習工作內容符合個人興趣」（74.8%，平均分數為 4.07)、
「實習內容與我在學校所學的專業有所關聯」（76.3%，平均分數為 4.08)、「實

習前學校提供我完善的實習資訊或諮詢管道」（80.7%，平均分數為 4.17)。 

表 2-4 「實習經驗」滿意度評價項目統計 

 

圖 2-1 「實習經驗」滿意度評價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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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待加強的實習經驗評價 

學生對於各項「實習經驗」評價項目的不滿意度如表 2-5、圖 2-2，以「實習

內容與所學的專業關聯」(6.1%)、「本次校外實習工作內容符合個人興趣」(4.1%)、

「對於此次校外實習課程感到滿意」(3.0%)等項較為不滿意。 

表 2-5 「實習經驗」不滿意度評價項目統計 

 

圖 2-2 「實習經驗」不滿意度評價項目 

 

六、 全校各系綜合滿意度評價 

各學系學生對於校外實習各「體驗項目」的綜合滿意度如表 2-6、圖 2-3，以

「財金系」(滿意度為 91.8%，平均分數 4.48 分)表現最佳，其次為「財稅系」(滿
意度為 89.5%，平均分數 4.39 分)，再者為「資管系」(滿意度為 89.4%，平均分

數 4.49 分)。全校整體綜合滿意度為 84.3%，平均分數 4.2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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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實習學生綜合滿意度-全校各系評價 

 

圖 2-3 實習學生綜合滿意度-全校各系評價 

 

七、 綜合滿意度評價較高前三系實習經驗項目 

若將「綜合滿意度」表現最高之三系，探究各項實習經驗評價項目，財金系

以「實習後我有提升自己解決實務問題的能力」(97.6%)、「實習輔導老師會訪視

及關心我的實習狀況」(95.9%)、「實習有助於我對職場工作態度的了解」(95.1%)
表現最佳，以「本次校外實習工作內容符合個人興趣」（82.1％）、「實習內容

與我在學校所學的專業有所關聯」（83.7%）「對於校外實習合作機構感到滿意」

(88.6%)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7、圖 2-4。但經調查該系的「留任率」 (54.47%)
卻是全校的第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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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財金系」實習經驗滿意度評價項目統計 

 

圖 2-4「財金系」實習經驗滿意度評價項目統計 

 

財稅系以「實習有助於我對職場工作態度的了解」（94.6%）、「實習輔導

老師會訪視及關心我的實習狀況」(94.6%)、「實習後我有提升自己解決實務問

題的能力」(92.5)表現最佳，以「本次校外實習工作內容符合個人興趣」（74.2%）、

「實習前的相關講習與說明會對我有所助益」(88.2%)、「實習前我瞭解實習時

相關的權利及義務」(88.2%)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8、圖 2-5。但經調查該系的

「留任率」 (45.2%)全校的第 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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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財稅系」實習經驗滿意度評價項目統計 

 

圖 2-5「財稅系」實習經驗滿意度評價項目統計 

 

資管系以「實習有助於我對職場工作態度的了解」（95.3%）、「實習輔導

老師會訪視及關心我的實習狀況」（94.4%）、「實習機構提供我專業且安全的

實習環境」(94.4%)表現最佳，以「實習內容與我在學校所學的專業有所關聯」

(81.3%)「本次校外實習工作內容符合個人興趣」（84.1%）、「實習前學校提供

我完善的實習資訊或諮詢管道」(86.9%)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9、圖 2-6。但經調

查該系的「留任率」 (56.07%)全校的第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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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資管系」實習經驗滿意度評價項目統計 

 

圖 2-6「資管系」實習經驗滿意度評價項目統計 

 

八、 綜合滿意度評價最有進步空間三系的實習經驗項目 

若將「綜合滿意度」最 之 ，探究各項實習經驗評價項目，行

銷系以「實習內容與我在學校所學的專業有所關聯」（49.2%）、「本次校外實

習工作內容符合個人興趣」(54.8%)、「對於本次校外實習課程感到滿意」(62.7%)

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10、圖 2-7。但經調查該系的「留任率」 (45.20%)卻是全

校的第 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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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行銷系」實習經驗滿意度評價項目統計 

 

圖 2-7「行銷系」實習經驗滿意度評價項目統計 

 

風富系亦以「實習前學校提供我完善的實習資訊或諮詢管道」（64.1%）、

「實習前的相關講習與說明會對我有所助益」(66.7%)、「實習內容與我在學校

所學的專業有所關聯」(66.7%)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11、圖 2-8。而該系的「留

任率」 (30.77%)是全校的第 1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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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風富系」實習經驗滿意度評價項目統計 

 

圖 2-8「風富系」實習經驗滿意度評價項目統計 

 

流通系以「本次校外實習工作內容符合個人興趣」（63.0%）、「實習內容

與我在學校所學的專業有所關聯」(72.8%)、「對於本次校外實習課程感到滿意」

(74.1%)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12、圖 2-9。但是該系的「留任率」(40.74%)卻是

全校的第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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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流通系「實習經驗」滿意度評價項目統計 

 

圖 2-9 流通系「實習經驗」滿意度評價項目統計 

 

九、 系核心能力實習學生評價 

（一）全校核心能力表現 

本次調查中，全校各系實習學生對於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滿意度，如表 2-13、

圖 2-10。以「資管系」、「不動產學程」、「企管系」滿意度最高，以「應外

系」、「連鎖學程」、「資科系」最有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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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全校各系評價 

 

圖 2-10 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全校各系評價 

 

（二）全校核心能力表現 

1. 會資系 

「會資系」實習學生對於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滿意度分析如表 2-14、圖 2-11。
以「專業道德與職場倫理養成能力」、「財務會計專業知識與應用能力」較

佳，以「審計稅務專業知識應用能力」、「成管會專業知識應用能力」最有進

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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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會資系 

 

 

圖 2-11「會資系」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 

 
2. 財稅系 
「財稅系」實習學生對於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滿意度分析如表 2-15、圖 2-12。
以「財經專業知識與財富管理能力」、「稅務與會審專業知識管理應用能力」

較佳，以「國際租稅與財經分析能力」、「稅務與商務資訊應用能力」最有進

步空間。 

表 2-15 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財稅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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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財稅系」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 

 
3. 不動產學程 
「不動產學程」實習學生對於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滿意度分析如表 2-16、圖 2-
13。以「不動產財務分析與資訊應用能力」、「不動產倫理法制養成能力」較

佳，以「不動產市場分析與資訊應用能力」、「國際不動產視野學習能力」最

有進步空間。 
表 2-16 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不動產 

 

圖 2-13「不動產學程」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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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金系 

「財金系」實習學生對於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滿意度分析如表 2-17、圖 2-14。
以「財金倫理法制養成能力」、「企業財務決策與規劃管理能力」較佳，以

「國際金融議題學習能力」、「個人投資規劃與財富管理能力」最有進步空

間。 

表 2-17 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財金系 

 

圖 2-14「財金系」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 

 

5. 風富系 

「風富系」實習學生對於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滿意度分析如表 2-18、圖 2-15。
以「風險管理與保險實務應用能力」、「風險管理與財富規劃專業倫理法制養

成能力」較佳，以「理財規劃與金融專業知識應用能力」、「風險與財富資訊

分析能力」最有進步空間。 
表 2-18 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風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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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風富系」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 

 

6. 國貿系 

「國貿系」實習學生對於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滿意度分析如表 2-19、圖 2-16。
以「商務外語與溝通能力」、「國際經貿環境認知能力」較佳，以「貿易金融

與外匯操作能力」、「國際經營與行銷能力」最有進步空間。 

表 2-19 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國貿系 

 

圖 2-16「國貿系」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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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流通系 

「流通系」實習學生對於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滿意度分析如表 2-20、圖 2-17。
以「瞭解顧客需求與服務回應之能力」、「具備團隊合作與分工之基礎能力」

較佳，以「具備流通門市管理實務之能力」、「具備運輸配送和倉儲管理作業

實務操作之能力」最有進步空間。 

表 2-20 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流通系 

 

圖 2-17「流通系」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 

 
8. 連鎖學程 
「連鎖學程」實習學生對於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滿意度分析如表 2-21、圖 2-
18。以「顧客關係管理與服務回應能力」、「資訊科技應用與整合分析能力」

較佳，以「連鎖專業實務與經營管理能力」、「連鎖創新創業與行銷創意能

力」最有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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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連鎖學程 

 
圖 2-18「連鎖學程」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 

 
9. 企管系 
「企管系」實習學生對於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滿意度分析如表 2-22、圖 2-19。
以「組織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能力」、「職場與企業倫理實踐能力」較佳，以
「策略規劃與創新決策能力」、「資訊整合與應用能力」最有進步空間。 

表 2-22 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企管系 

 

圖 2-19「企管系」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 

 



 

20 

 

10. 行銷系 

「行銷系」實習學生對於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滿意度分析如表 2-23、圖 2-20。
以「專業倫理養成與溝通協調能力」、「問題解決與創新能力」較佳，以「數

位行銷應用能力／數位行銷與管理能力」、「特色產業行銷管理能力／外語溝

通應用能力」最有進步空間。 

表 2-23 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行銷系 

 

圖 2-20「行銷系」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 

 
11. 應外系 
「應外系」實習學生對於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滿意度分析如表 2-24、圖 2-21。
以「職場工作能力」、「資訊整合暨應用能力」較佳，以「基礎外語能力」、

「專業知識與能力」最有進步空間。 

表 2-24 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應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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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應外系」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 

 
12. 資管系 
「資管系」實習學生對於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滿意度分析如表 2-25、圖 2-22。
以「系統分析設計及跨領域整合能力」、「行動裝置應用能力」較佳，以「網

路通訊與資訊安全能力」、「硬體檢測與規劃能力」最有進步空間。 
表 2-25 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資管系 

 

圖 2-22「資管系」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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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科系 

「資科系」實習學生對於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滿意度分析如表 2-26、如圖 2-
23。以「網路通訊與資訊安全能力」、「軟體開發與應用能力」較佳，以「系

統分析設計及跨領域整合能力」、「硬體檢測與規劃能力」最有進步空間。 

表 2-26 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資科系 

 

圖 2-23「資科系」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 

 

14. 媒計系 

「媒計系」實習學生對於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滿意度分析如表 2-27、圖 2-24。
以「影像處理與應用能力」、「創意思考與設計表達能力」較佳，以「系統化

邏輯應用能力」、「藝術鑑賞與創造能力」最有進步空間。 

表 2-27 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媒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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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媒計系」實習學生對具備該系核心能力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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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生意見與建議 

一、 校外實習薪資 

本次調查學生對於『您認為實習廠商或機構是否提供薪資，會影響你選擇該

單位進行實習之意願？』的看法，結果顯示以認為「是」有 1081 位(92.2%)，認

為「否」有 92 位(7.8%)，詳如表 3-1。 

表 3-1 校外實習薪資統計表 

 

註：各項目百分比因四捨五入進位之關係造成總計百分比有±0.01 之誤差。 

二、 學生選擇實習單位考量 

本次調查學生當初選擇實習單位的考慮填入優先順序，最優先者為 6 分，其

次分別為 5、4、3、2、1，結果顯示學生最重視的前三項因素分別為「公司是否

提供實習薪資」(4.77 分)，其次則為「公司之營業規模」(4.47 分)，再者則為「公

司之知名度」(4.40 分)，其餘詳如表 3-2。 

表 3-2 實習單位選擇因素統計表 

 

三、 實習計畫訓練進度 

本次調查學生對於『實習單位是否依各階段實習訓練計畫之進度指導學習？』

的看法，結果顯示以認為「是」有 1144 位(96.4%)，認為「否」有 43 位(3.6%)，

詳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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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實習計畫訓練進度表 

 

註：各項目百分比因四捨五入進位之關係造成總計百分比有±0.01 之誤差。 

四、 學生意見 

科系 建議或意見 

會 

資 

系 

1. 謝謝育嘉，謝謝葉詩品老師 

2. 請老師確實了解公司背景，實習環境非常不友善，已造成身心壓力需看醫生。本實習單位公司

將員工當成機器，當成費用，所以才會當年結清，把員工當成資產才可能會結轉下期。 

3. 如果週記可以再少寫一點就好了。 

4. 使用電子問卷即可 

5. 一點道德都沒有  

6. 沒建議 

財 

稅 

系 

無 

不 

動 

產 

無 

財 

金 

系 

無 

風 

富 

系 

無 

國 

貿 

系 

1. 希望可改為半年實習,半年還可以回學校上課,可以補足自己不足的地方,對未來的方向也會比較

清楚一些.也希望可以不要寫週記,實習的時後,學費可以減少. 

2. 學校不該強制學生全年實習,希望能參考其他大學採志願式,給學生 多一點空間. 

3. 實習後的學費太多、不僅為何一再實習還收這麼多的學費 

4. 比起全學年實習,半年的時間已經可考慮自己是否適合. 

流 

通 

系 

無 

連 

鎖 

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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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建議或意見 

程 

企 

管 

系 

1. 減少專班~~~同學應該擁有公平競爭!!!為甚麼專班可以先選實習機會 

行 

銷 

系 

無 

應 

外 

系 

無 

資 

管 

系 

無 

資 

科 

系 

1. 請實習規則訂定明確，師生資訊統一 

2. 企業招生應多拍攝學長姊工作環境照片及內容，未有留任機會企業應招生時說明清楚。 

3. 很感謝學校的實習課程讓我有很難的機會 

4. 希望實習平台可以再改善，有點難用，謝謝。 

媒 

計 

系 

1. 本次實習非常滿意，受益良多 

2. 實習一學年太長，對於沒有要走這行的只是痛苦，實習應該要有自由度或彈性去做選擇 

3. 3.這一年做的事情滿相似的，想要再多學一點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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