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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受訪人員資料分析 

一、受訪人員子弟所屬科系 

108 學年度「專業實習」共計 1117 位家長填寫滿意度問卷，樣本數以「行

銷系」(171 位，15.3%)最多，其次為「財金系」(124，11.1%)，再者為「資管

系」(107 位，9.6%)，其餘詳如表 1-1。 

各系實習學生家長的填答率，以「會資系」「財稅系」、「不動產系」、「連鎖

學程」、「資管系」、「媒計系」等系的 100%最多，「風富系」(57.1%)、「行銷系」

(69.5%)、「國貿系」(72.8％)等系未達 80%。全校的填答率為 87.3%。 

表 1-1 受訪人員身份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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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員子弟實習職務類別 

本次調查的 1117 位家長之子弟實習的工作職務類別裡，以「金融專業」居

多，有 197 位(17.8%)，其次為「行政總務」的 125 位(11.3%)，再其次為「門

市管理」的 122 位(11.0%)及「財會稅務」的 118 位（10.7%），其餘詳如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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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受訪人員弟子實習職務類別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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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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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家長弟子實習經驗 

一 、全校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 

本次調查有關學生家長對該子弟的實習經驗，以李克特五點量表來衡量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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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家長對於校外實習的滿意狀況。 

本次調查中，各學系學生對於校外實習各體驗項目之「平均分數」與「滿意

度」、」「不滿意度」、「中間數」，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各系家長實習「平均分數、滿意度、不滿意度、中間數」統計表 

 

整體而言，學生家長對於該子弟各項實習經驗評價項目的滿意度，全校綜合

滿意度 84.6％、平均分數為 4.27，以「我了解孩子參加實習課程的相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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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約 87.8%，平均分數為 4.34 分)、「實習後我覺得孩子有更成熟懂事」(滿

意度約 87.1%，平均分數為 4.33 分)表現較佳。如表 2-2 與圖 2-1 所示。 

學生家長對於該子弟各項實習經驗評價項目的不滿意度，以「實習內容與我

的孩子在學校所學的專業有關聯」(滿意度約 79.5%，平均分數為 4.17 分)與「整

體而言，我滿意學校對實習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滿意度約 82.7%，平均分數為

4.21 分)較不滿意。 

表 2-2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全校各項統計表 

 

圖 2-1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全校各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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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系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 

1. 各系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之比較 

學生家長對於各系該子弟的校外實習綜合滿意度，全校整體綜合滿意度為

84.6%，平均分數 4.24分，以「不動產學程」(滿意度 94.4%，平均分數 4.39 分)、

「財金系」(滿意度 94.0%，平均分數 4.48 分)、「資科系」」(滿意度 90.6%，平

均分數 4.33 分)等系表現較佳。 

以「行銷系」 (滿意度 72.0%，平均分數 4.02分)、「連鎖學程」(滿意度 72.9%，

平均分數 3.98 分)、「流通系」(滿意度 78.5%，平均分數 4.15 分)最有進步空間。

如表 2-3 與圖 2-2 所示。 

表 2-3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各系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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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各系示意圖 

 

2. 會資系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項目滿意度之比較 

再進一步針對各系校外實習各經驗項目分析，會資系以「我了解孩子參加實

習課程的相關情形」(滿意度 95.4%，平均分數 4.51 分)、「我認為實習對孩子畢

業後尋找工作有所幫助」(滿意度 90.8%，平均分數 4.45 分)表現較佳。「實習內

容與我的孩子在學校所學的專業有關聯」(滿意度 83.1%，平均分數 4.35 分)最

有進步空間。如表 2-4 與圖 2-3 所示。 

表 2-4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會資系」各項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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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會資系」各項示意圖 

 

3. 財稅系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項目滿意度之比較 

財稅系以「畢業後尋找工作有所幫助」(滿意度 91.4%，平均分數 4.31 分)、

「整體而言，我滿意學校對實習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滿意度 91.4%，平均分數

4.34 分)表現較佳。「實習內容與我的孩子在學校所學的專業有關聯」(滿意度

86.0%，平均分數為 4.24 分)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5 與圖 2-4 所示。 

表 2-5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財稅系各項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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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財稅系各項示意圖 

 

4. 不動產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項目滿意度之比較 

不動產以「我了解孩子參加實習課程的相關情形」(滿意度 100.0%，平均分

數 4.40 分)、「實習後我覺得孩子有更成熟懂事」(滿意度 96.0%，平均分數 4.40

分)表現較佳。「實習內容與孩子所學專業關聯」(滿意度 92.0%，平均分數 4.44

分)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6 與圖 2-5 所示。 

表 2-6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不動產學程各項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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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不動產學程各項示意圖 

 

5. 財金系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項目滿意度之比較 

財金系以「實習後我覺得孩子有更成熟懂事」(滿意度 96.0%，平均分數 4.52

分)、「我了解孩子參加實習課程的相關情形」(滿意度約 95.2%，平均分數為 4.50

分)表現較佳。「實習內容與我的孩子在學校所學的專業有關聯」(滿意度 91.1%，

平均分數 4.45 分) 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7 與圖 2-6 所示。 

表 2-7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財金系各項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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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財金系各項示意圖 

 

6. 風富系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項目滿意度之比較 

風富系以「我認為實習對孩子畢業後尋找工作有所幫助」(滿意度 83.3%，

平均分數 4.33 分)、「實習後我覺得孩子有更成熟懂事」(滿意度 83.3%，平均分

數 4.21 分)表現較佳。「整體而言，我滿意學校對實習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滿意

度約 70.8%，平均分數為 3.96 分) 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8 與圖 2-7 所示。 

表 2-8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風富系各項統計表 

 



 

11 
 

圖 2-7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保金系各項示意圖 

 

7. 國貿系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項目滿意度之比較 

國貿系以「我了解孩子參加實習課程的相關情形」(滿意度 85.1%，平均分

數 4.31 分)、「實習後我覺得孩子有更成熟懂事」(滿意度 83.6%，平均分數 4.28

分)表現較佳。「實習內容與孩子所學專業關聯」(滿意度 73.1%，平均分數 3.99

分) 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9 與圖 2-8 所示。 

表 2-9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國貿系各項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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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國貿系各項示意圖 

 

8. 流通系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項目滿意度之比較 

流通系以「暸解實習課程相關情形」(滿意度 82.7%，平均分數 4.22 分)、

「實習後成熟懂事」(滿意度 80.2%，平均分數 4.17 分)表現較佳。「整體而言，

我滿意學校對實習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滿意度 74.1%，平均分數 4.07 分) 最有

進步空間。如表 2-10 與圖 2-9 所示。 

表 2-10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流通系各項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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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流通系各項示意圖 

 

9. 連鎖學程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項目滿意度之比較 

連鎖學程以「實習後我覺得孩子有更成熟懂事」(滿意度 84.3%，平均分數

4.16 分)、「我認為實習對孩子畢業後尋找工作有所幫助」(滿意度 76.5%，平均

分數 4.00 分)表現較佳。「實習內容與我的孩子在學校所學的專業有關聯」(滿意

度 58.8%，平均分數 3.75 分) 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11 與圖 2-10 所示。 

表 2-11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連鎖學程各項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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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連鎖學程各項示意圖 

 

10. 企管系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項目滿意度之比較 

企管系以「暸解實習課程相關情形」(滿意度 87.1%，平均分數 4.38 分)、

「實習後成熟懂事」(滿意度 87.0%，平均分數 4.38 分)表現較佳。「實習內容與

孩子所學專業關聯」(滿意度 76.2%，平均分數 4.08 分) 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

12 與圖 2-11 所示。 

表 2-12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企管系各項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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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企管系各項示意圖 

 

11. 行銷系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項目滿意度之比較 

行銷系以「我了解孩子參加實習課程的相關情形」(滿意度 80.7%，平均分

數 4.22 分)、「實習後我覺得孩子有更成熟懂事」(滿意度 78.9%，平均分數 4.20

分)表現較佳。「實習內容與我的孩子在學校所學的專業有關聯」(滿意度 56.7%，

平均分數 3.68 分)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13 與圖 2-12 所示。 

表 2-13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行銷系各項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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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行銷系各項示意圖 

 

12. 應外系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項目滿意度之比較 

應外系以「暸解實習課程相關情形」(滿意度 92.5%，平均分數 4.57 分)、

「實習後成熟懂事」(滿意度 91.0%，平均分數 4.43 分)表現較佳。「實習內容與

孩子所學專業關聯」(滿意度 79.1%，平均分數 4.15 分) 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

14 與圖 2-13 所示。 

表 2-14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應外系各項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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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應外系各項示意圖 

 

13. 資管系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項目滿意度之比較 

資管系以「實習後成熟懂事」(滿意度 92.5%，平均分數 4.54 分)、「畢業後

尋找工作有所幫助」(滿意度 91.6%，平均分數 4.53 分)表現較佳。「實習內容與

孩子所學專業關聯」(滿意度 84.1%，平均分數 4.38 分) 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

15 與圖 2-14 所示。 

表 2-15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資管系各項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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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資管系各項示意圖 

 

14. 資科系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項目滿意度之比較 

資科系以「整體而言，我滿意學校對實習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滿意度 94.1%，

平均分數 4.45 分)、「我認為實習對孩子畢業後尋找工作有所幫助」(滿意度 92.2%，

平均分數為4.43分)表現較佳。「實習內容與我的孩子在學校所學的專業有關聯」

(滿意度 86.3%，平均分數 4.18 分) 最有進步空間。如表 2-16 與圖 2-15 所示。 

表 2-16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資科系各項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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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資科系各項示意圖 

 

15. 媒計系家長對子弟實習經驗項目滿意度之比較 

媒計系以「畢業後尋找工作有所幫助」(滿意度約 87.8%，平均分數為 4.26

分)、「暸解實習課程相關情形」(滿意度 87.8%，平均分數為 4.26 分)表現較佳。

「對實習的規劃與安排」(滿意度 81.1%，平均分數 4.18 分) 最有進步空間。如

表 2-17 與圖 2-16 所示。 

表 2-17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會資系各項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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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實習學生家長滿意度-會資系各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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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家長建議 

一、校外實習薪資 

本次調查家長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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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位(90.7%)，認

為「否」有 104 位(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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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實習單位考量 

本次調查家長認為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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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知名度」(4.38 分)、其次為「公司之營業規模」 (4.72)、再其次為「公司是

否提供實習薪資」 (4.69 分)，其餘詳如表 3-2。 

表 3-2 實習單位選擇因素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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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長意見 

科系 建議或意見 

會 

資 

系 

1. 實習機構應提供行事曆，讓家長知道子女的代辦事項。 

2. 公司溝通非常不良 

3. 希望學校未來幫學生的實習單位，可以多了解環境而去駔挑選適當的環境。 

財 

稅 

系 

1. 實習期間應該不該付全額學費 

2. 感謝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實習機會，能讓我的女兒成長與學習。 

不 

動 

產 

無 

財 

金 

系 

無 

風 

富 

系 

無 

國 

貿 

系 

無 

流 

通 

系 

無 

連 

鎖 

學 

程 

1. 期望學校以後採行三明治的教學方式。 

企 

管 

1. 建議實習內容與學習科系相關 

2. 大四學費建議半價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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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建議或意見 

系 

行 

銷 

系 

無 

應 

外 

系 

無 

資 

管 

系 

無 

資 

科 

系 

1. 我選擇實習單位的考量是:1.能讓孩子有更多學習機會。2.該單位的未來發展佳。3.
能有機會與不同國家的人接觸。 

2. 非常感謝學校的這項實習機會，感謝學校 

媒 

計 

系 

1. 針對大四實習，個人覺得讓學生提早進入職場感受及學習雖然很好，但是畢竟是學

生，怎能實習時數比到校上課時間多？幾乎整年都在實習，不解大四這一年學校對

於學生的教育課程做了什麼......？ 如果只是幾次的座談，那麼對於大四整學年的

學習似乎太過貧乏！ 
2. 希望小孩能學的更好。 
3. 實習不應該又繳學費，或是學費減半。 
4. 實習期間酬勞偏低，使學生浪費許多時間，導致生活不正常。 
5. 希望貴校能多提供一些知名企業或國外企業的實習機會，多一些外語的課程跟外語

面試的教學，會讓孩子的競爭力更?，大公司的實習也比較能磨礪孩子 
6. 能學以自用，多充實自己，提升競爭力。 

四、學校說明 

學雜費收取疑義 

一、本校實習期間學雜費之收費基準說帖，業已於本校職

涯發展中心網站「校外實習專區」中處公告在案，核

先敘明。 

1. 德明科大/行政單位/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中心/校

外實習專區/校外實習教師參考手冊 /E-09 110 學

年度校外實習教師參考手冊。 

2. http://otc.takming.edu.tw/p/405-1010-

4195,c1288.php?Lang=zh-tw 

http://otc.takming.edu.tw/p/405-1010-4195,c1288.php?Lang=zh-tw
http://otc.takming.edu.tw/p/405-1010-4195,c1288.php?Lang=zh-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t25eEuT9ws00VZR9-X3AVNzmfIZPJ0W/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t25eEuT9ws00VZR9-X3AVNzmfIZPJ0W/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t25eEuT9ws00VZR9-X3AVNzmfIZPJ0W/view?usp=sharing
http://otc.takming.edu.tw/p/405-1010-4195,c1288.php?Lang=zh-tw
http://otc.takming.edu.tw/p/405-1010-4195,c128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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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期間學雜費收費基準，本校恪遵鈞部 88 年 6 月

3 日台 88 技字第 88058056 號函及 102 年 9 月 30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20140862 號函意旨，學生全

學期均在校外機構實習者，該學期費用以徵收學費全

部、雜費五分之四為限，並於實習學生行前說明會予

以說明。 

三、實施全學期校外實習前，本校大學部學生收費係以四

年應修畢的至少 128 學分平均分攤至八學期計算收

費，平均每學期分攤 16 學分，實施全學期校外實習

後，總畢業學分數修正為132學分且必修學分數增加，

但學校並未調整增加收取學費。另大一、大二、大三

各學期修課學分均超過 16 學分(上限 25 學分)，亦均

未多收學、雜費、大四各學期修課學分雖少於 16 學

分(下限 9 學分)，仍收相同學、雜費，即為攤平 132

總學分方式收取學、雜費。  

四、大四生平均修課學分數至少為 9 學分，以每科目 3 學

分計，即需 3 位老師。在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每位老

師輔導 5 位學生算 1 學分的支出，以每班平均 50 名

學生計，每班需有 10位輔導老師，即為 10學分的支

出。換言之，原來四年級上、下學期只要各聘請三位

老師授課即可取得 9 學分，在安排 9 學分校外實務實

習課程之後，學校必須聘請 10 個人次（50÷5＝10）

的校內老師來輔導同學，同時在實習場所還要安排同

樣人力的業界老師來指導同學工作技能，學校所支出

的經費，不減反增，但學校並沒有向學生收取額外的

校外實習輔導費。  

五、若實習期間仍予選擇補修必（選）修學分，致不符

「全學期均在校外機構實習」之條件以造成誤會，亦

責請實習學生輔導老師（系所）向學生另為宣導，學

生可於上開網頁下載檢視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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