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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介紹建教合作

建教合作內涵與定義

國四甲 S0642038 詹學佳



建教合作是透過學校與僱主間之合作安排下,學生一方面在學校

中修習一般科目及專業理論課程,一方面到相關行業接受工作崗

位訓練,以利就業準備的一種職業教育方案。

建教合作之學生,在建教合作機構稱為「建教生」

建教合作之事業機構稱之為「建教合作機構」或「事業單位」

01建教合作定義



廣義：

教育機關與社會經濟團體的配合與相互合作，包括國家政策與

規章的推行、科技與專題研究等。

狹義：

為教育機關利用社會產業資源，從事相關職業或技術訓練與教育

的活動，使學生的學習環境能從學校拓展至有關的工作職場，避

免教學的知識與實務畢業技能相互脫節。

01建教合作定義



就學三年內，三個月
在校，三個月在職場
實習

輪調式(1969)

階梯式(1971)

實習式(1972)

一、二年級在學校接受
基礎教育，三年級前往
職場受專業技術訓練

學期中安排學生到
企業機構實施校外
實習

01建教合作種類

目前各高中職學校以辦理輪調式、階梯式及實習式這三種建教合作教育型態為主,
另也有專案申辦的建教合作教育班。其中以輪調式的辦理歷史最久、層面最廣。



專案式建教合作:

有別於輪調式、階梯式、實習式這三種型態,

學校為有效推動建教合作業務,得依實施辦法及配合學校需要,

另行規劃專案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辦理的建教合作方案。



繼續留廠服務

報考大學、四技、二專
的日夜間部

報考軍、警學校

參與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或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未來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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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合作相關法規
運動四 S0571039 蕭峻瑞



法規

宗旨

為健全建教合作制度，保障建教生權益，
提升職業教育品質，特制定本法。



法規
建教合作:職業學校、附設職業類科或專門學程之高
級中學及特殊教育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合作，以培
育建教生職業技能為目標之機制。



法規
建教生:學校就讀，參加建教合作計畫，在一定期間
內於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訓練，領取一定生活津貼
之在學學生。



法規
建教合作機構：指與學校簽訂建教合作契約，傳授建
教生職業技能之事業機構。



法規
建教生訓練契約：指建教生與建教合作機構所簽訂，
由建教生於一定期間內，在建教合作機構學習職業技
能，受建教合作機構指導，並領取一定生活津貼之契
約。



法規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勞工主管機關每二年針對本法所
定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進行調查，並公布調查報告。
前項調查，必要時得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機構辦理。
第一項調查結果應為各級主管機關作為訂定建教合作
政策及選定建教合作機構行業類別之參考。



法規建教合作制度

學校辦理建教合作方式
一、輪調式
二、階梯式
三、實習式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建教合作制度



法規
輪調式：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以二班為單位實施輪調，
一班在校上課，另一班在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
訓練。



法規
階梯式：學校之一年級及二年級學生在校接受基礎及
專業理論教育，三年級在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
訓練。



法規
實習式：學校依各年級專業課程需求，在不調整課程
架構之前提下，使學生於寒暑假或學期中至建教合作
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



法規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由學校研擬辦理方式，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方式。



法規

建教合作機構參與建教合作條件
一、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二、具相關職業科別之訓練能力、指導人力及健全之設備。
三、訓練場所符合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之規定。
四、無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五條所定不得參與建教
合作之情事。
五、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法規。
六、最近二年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終止勞動契約人數未
超過員 工總人數百分之十。
七、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法規

學校辦理建教合作條件
一、最近一次學校評鑑達四等以上。
二、最近三年建教合作考核結果均達四等以上，且最近一
年考核結果達三等以上。
三、建教合作班每兩班應置該科專任教師五人。



法規

學校辦理建教合作，應檢具下列文件及資料
一、建教合作計畫書。
二、採計學分及成績考查基準。
三、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計畫。
四、建教生輔導計畫。
五、建教合作契約草案。
六、建教生訓練契約草案。
七、建教合作機構評估報告表。



法規

• 為審議前條申請案，主管機關應遴聘學者專家、社會人士、
業界代表、工會團體代表、教師組織代表、青少年團體代表、
學校代表及家長團體代表

• 十五人至二十五人組成建教合作審議小組審議之；並得視
業務需要組成專家小組，至建教合作機構辦理現場評估。

•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法規
• 建教合作課程，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有關課程之規定實施。
• 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經學校考查

合格者，得採計為職業技能訓練學分；其採計之學分數，
不得超過應修畢業學分數之六分之一。但情形特殊，經
報主管機關核准者，得採計至應修畢業學分數三十學分。



法規
學校於建教生進入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前，應
完成下列事項：
一、提供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練
二、邀請建教合作機構共同舉辦說明會



法規

學校辦理建教合作，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將建教生送至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
技能訓練。
二、無正當理由自建教合作機構召回建教生。
三、在學校教學實施期間，將建教生送至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
業技能訓練。
四、因建教生依本法提出申訴或協調，而給予不利之差別待遇。



法規
• 學校應指派教師每二星期至少一次不預告訪視建教

合作機構
• 計畫實施、違反建教合作契約或建教生訓練契約等

缺失，應立即向學校提出報告。



法規

• 建教合作機構招收建教生與勞動基準法所定技術生、養成工、
見習生及其他與技術生性質相類之人，合計不得超過其所僱
用勞工總數四分之一；且個別建教合作機構每期輪調人數不
得低於二人。

• 前項僱用勞工總數之計算不得包含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十款、第十一款聘用之外國人。



法規

• 建教生每日訓練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星期受訓總時數不
得超過八十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八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接受
訓練。

• 建教生繼續受訓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
• 建教生受訓期間，每七日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 建教生受訓期間，遇有勞動基準法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息。
• 女性建教生因生理日致受訓有困難者，每月得申請生理假一日。



01介紹建教合作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生職業
技能訓練學分採計辦法

運健碩三 M0777013 林豐盛



第 1 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60046&flno=1


第 2 條

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其得採計為學
分者，應符合下列基準：

一、訓練內容與專業科目課程內容相符。
二、具有符合前款訓練內容所需之設備。
三、具備足夠之訓練能力及指導人力。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60046&flno=2


01 02 03 04

（一）輪調式建教合作：
以三個月一期為原則，
三學年共六期；每期採
計四學分，總計以二十
四學分為限。

（二）階梯式建教合作：
於三年級全年實施，總
計以十六學分為限。

（三）實習式建教合作：
每學期以二學分為限。

（四）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依主管機關核定之學
分數辦理。

第 3 條

職業技能訓練學分之採計方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訓練時數每達七十二小時，始得採計為一學分。
二、學分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60046&flno=3


第 4 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指派專業科目教師至建教合作機構考查下列事
項；經考查合格者，始得採計為職業技能訓練學分：

一、建教生訓練週記。
二、建教合作機構訓練、指導及輔導人員對建教生之考評結果。
三、其他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機構之訓練情形及特殊表現。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60046&flno=4


第 5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本辦法規定，
另定補充規定。

第 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60046&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60046&fl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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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合作功能與準則

國四乙 S0642139 吳姿誼



1.學以致用:融合學校與產業界

2.人力資源符合市場:技職學院所培育的技術人力資源， 能適應經濟結構

的變遷需求

3.產業、學校意見、專業的溝通:專業人力的流動，人力市場的供需

學
校

產
業
界

人力資源

01 建教合作的功能



02 建教合作的功能

01 02 03 04

增進教育投資
的功效

融合理論與實際 提供直接的
職業探索
與輔導

兼顧學術理論
與工作經驗的

貫通



5 依照實際需要

適應國家、社會、家庭、個人等之需要，課
程的編排、實習方式、技能學習，依照實際
需要

03 建教合作的功能



1. 即希望學生所學是可以與市場企業銜接的，而且

就在求學期間完成所需的能力:技術能力、適應能力。

2. 使教育與人力市場不脫節。為了保障學生工作

與教育的權利，所以其功能強調:學校與產業界的

溝通和共同合作與督導的重要性。

04 總觀建教合作的功能



05 建教合作準則

• 再次強調，是一種整合就業工作與學校教育為一體的學校本位方案。

• 以學校本位這的概念出發，就是需要結合學生的學習意願、興趣，

學校的特色、社區的資源，整合三者而設計的課程。不只是施教的

設計或在校的課程規劃與安排。



06 建教合作準則

要能獲得有效的評量和有
質有量的專業訓練

是在學校與合作企業的
共同督導下之教育安排

在校外的工作訓練需
有計畫和組織須是真實性的就業工作,

並與其所學學科有直接
相關的工作

關於學生在學校外工作



• 學校、產業界、政府相關機關，須共同負責建教合作的實施。

準則

學校

產業界
政府

相關機關



01介紹建教合作

建教合作實施方案
特四甲 S0612040 邱勤涵



1 相關法規

01 02
03 04

民國102 年01 月02 日公佈「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第二章建教合作制度第5 條
學校辦理建教合作，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輪調式 階梯式 實習式
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之
方式（專案式）



學校之一年級及二年級學生在
校接受基礎及專業理論教育，
三年級在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
業技能訓練。

階梯式

由學校研擬辦理方式，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轉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之方式（專案式）

學校依各年級專業課程需求，
再不調整課程架構前提下，
使學生於寒暑假或學期中至
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
訓練。

實習式

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以二班為
單位實施輪調，一班在校上課，
另一班在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
業教育訓練。

輪調式

高級中等學校建
教合作實施及建
教生權益保障法

※此方式屬於典型之「三明治訓練」
（校內學習⇄職場學習）



2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由事業單位選派現職人員至學校相關
科系就讀或進修課程，費用由事業單
位負擔，參與進修人員都是帶職帶薪。

進修式

由學校以生產作業方式接受相關之事業單位
委託加工生產，所需之生財器具通常由事業
單位提供，學生則由產品的附加價值中獲取
學雜費及生活津貼。

代工式

由事業合作單位委託學校代招代訓學生，
所需費用由事業單位負擔，甚至還負擔部
分生活費用，但學生必須簽約於畢業後至
該事業單位服務若干年限。

工廠生產期間學生到工廠工作，並從事
技能學習，其它時間則在學校上課。

走讀式

委託式



2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事業單位指定學校或某科系學生，在校期間給
予一定金額的獎助學生，唯其中部分需訂立契
約，接受獎金的學生畢業後必須前往該事業單
位報到服務一定的年限，否則需賠償事業單位
所支付經費的損失。

獎學金式

企業提供學生到業界進行觀摩學習。

觀摩式

企業提供學生於非上課時間（如夜間或寒、
暑假）到業界打工。

企業或公司為某種產品之需要，以委託
或合作方式，與學校從事相關的「專題
研究」。

研究發展式

工讀式



02輪調式建教合作

輪調式建教合作

特四甲 S0612018 李苡嘉



01 輪調式建教合作

輪調式建教合作教育是技職教育體制中的一環，

也是企業界選才、育才、用才的一種教育方式，

其主要目的在透過高職學校教育與職場實務工作

訓練，培養優質的基層工作人員，也為學生提供

多元學習的機會。



民國五十八年九月，
台灣省教育廳指定省立
沙鹿高工開始試辦
「輪調式建教合作」。

試辦一年以後，
各方反應甚佳。

民國六十二年九月，
台灣省教育廳正式定名
為輪調式建教合作班，
並頒佈「輪調式建教合
作班實施要點」。

1 2 3

02 起源



03 實施方法

學校與相關性質之事業
單位雙方簽訂合約書

招收國中畢業生或
具有同等學歷者為
技術生

技術生輪流在學校受
教育、在事業單位接
受技能訓練

透過學校向教育部
提出申請

事業單位與技術生
簽訂技術生訓練契約

1

2

3

4
5



輪流時間得視需要而定，每一至三個月輪調

一次，工作崗位亦依計畫實施輪調，學生可

獲得基本工資、學校文憑或考取證照。

三年修業期滿後，經考核成績及技能測驗合

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並輔導其參加勞

動部所舉辦之丙級以上技術士技能檢定。

03 實施方法



工作崗位
輪調訓練

補充訓練基礎訓練

1

2

3

4

04 技能訓練

專精訓練



05 畢業出路

創業當老闆 企業界寵兒

晉升為中堅幹部繼續升學



06 特色

輪調式建教合作

是辦理歷史最久、

層面最廣的辦理

方式。

由合作企業負責

技能訓練，學校

負責普通課程及

行業相關課程之

教學。

近年來餐飲管理科、

資訊科和汽車修護

科三科就讀的人數

最多。



事業單位全年皆有學
生前往職場實習，公
司可擁有長期優良的
穩定人力。

輪調在廠期間無需返校
上課，學生能專注於技
能訓練並全力配合事業
單位生產。

就學三年內，必須
進行廠校輪調，事
業單位能有更長時
間加強專業技能。

優點

07 輪調式建教合作優點



02輪調式建教合作

輪調式建教合作效益

特四乙 S0612127 林宛瑩



學生

產企業界學校

1

2

3

4

01 受益者

社會

• 產學交流
• 資源分享

• 一手資料與技術
• 文憑
• 經驗

• 於企業形象的提升
• 人才培訓
• 年輕創新的企業活力

• 均衡人力需求
• 解決失學、失

業青少年就學
與就業



1

2 3

02 訪問－店長

工作時數？

工作內容？
薪水？

4

心得？
3.5-8小時

1. 內場備料及出餐操作
2. 外場餐點促銷及桌服

建教生相對年齡較年輕且
第一次半出社會，抗壓能
力較低，學習能力每位領
悟都不一樣、待遇是依照
各公司規範且無經驗的關
係都會依照勞基法規範領
最低底薪。

23800-28000



03 訪問－學生

Q3.工作時間、薪水？
Q4.工作心情

Q2.工作內容？

Q1.在哪裡工作？

happy hair

美髮幫客人洗頭

1. 一個月休九天 一天10個小時
2. NT$ 23100

很累只想趕快畢業找其他工作



03 訪問－學生

• 工作穩定薪水穩定
學得到一技之長。

• 學習如何聊天。
• 取得經驗。
• 對於未來創業有幫

助。

優點

• 沒有一般高中生的
休息時間。

• 沒有寒暑假，工時
很長。

• 薪水都拿去買工具
賺不到什麼錢。

缺點



04 總結

優點 缺點

1. 能夠賺錢，有文憑。

2. 可以累積經驗，提早體驗

出社會的生活型態。

3. 可以不用抱著課本苦讀。

4. 若不適合，可以馬上轉換

跑道。

1. 是苦力苦力苦力。

2. 沒有高中生生活。

3. 提早體驗社會百態，純真

的心不在。



03三明治教學與產業學院

三明治教學

生物四 S0624052 李宜臻

我國技專校院實施三明治教學之探討2006
S.L.-Heng ,C.Y-Hung, C.K-Cheng



1 三明治教育介紹

理論→校園上課

理論→校園上課

實務→產業實習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三明治（sandwich）：吐司之間夾層加料



2 實習方式

一年級上學期：在學校上課
下學期：校外業界實習

二年期上學期：回學校課堂探討
下學期：校外業界實習

→  學習－實習－學習－實習

舊三明治 新三明治

反覆實作檢討，將所學實務與學理結
合為一

一年級+二年期上學期：
在學校上課

二年期下學期：校外業界實習

→  學習－實習

一年半的時間在校接受各項知識
與技能訓練，再加業界豐沛資源，
可讓建教合作教育更為落實。

李福登，1998b



3 三明治教學理念

校內上課→業界實習

將平常所學運用於實際操作場所，探討印證工作上之經驗得
失，並學習新的學理。透過反覆的檢討，將實務與學理結合
為一，過程中所獲得的寶貴經驗，充分應用於工作上。

學校與企業界互相建立一種夥伴關係→「策略聯盟」的合作關係



4 學校方理念

1.畢業後的就業能力，使學生畢業能留在
本行業就業。

2.配合就業市場結構，並考量學校本身設
科條件，開發企業界所需合作職類。

3.建立學校特色，提供企業主動尋求合作
的誘因。



5 企業方理念

1.善盡社會責任，回饋社會，建立教育伙
伴關係。

2.人力資源品質提升，需透過教育機制，
是建立永續經營不二法則。

3.教育與企業的結合，提供建教生生涯規
劃，可營造終身學習的理想。



6 三明治教學優點

課程設計方面以實務為主、
學理為輔

師資具備實務經驗

落實文憑及証照兼得

就業與升學並重



以餐旅類的科系居多

於服務業的蓬勃發展，對於就業人口的需求也與日增加

→藉由與業界的合作，提供學生實習的機會

實施三明治教學法的學校包括高雄餐旅管理學院、高雄
第一科技大學、大葉大學……



03三明治與產業學院

產業學院計畫

地理四 S0643019 施晴方





為使技專校院畢業生符合產業用人標準，教育部推動產業學院計畫，鼓勵技專校

院建立機制，對焦政府重點產業，與產業共同辦理契合之人才培育專班或學程。

109年起調整模式，對焦國家重點發展產業推動「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鼓

勵師生接軌業界實務推動「精進師生實務職能方案」。

01 計畫目的



申請對象
公私立技專校院

受訓對象

1

2

02 申請領域與對象

公私立技專校院



1. 共同甄選專班學生

2. 協助規劃專業課程，共同編製教材

3. 提供業師協同教學

4. 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及相應之津貼

5. 聘用專班結業學生

03 企業配合事項



1. 配合國家重點產業發展需求，媒合相關領域之合作機構及學校，共同辦理人才培

育專班

2. 申請之對焦產業，以國家重點發展產業之領域為原則

3. 本專班得由二所以上學校共同辦理，應明定主辦與夥伴學校之課程及實作規劃

4. 採一年期方式辦理，實施對象為大學部或碩士班應屆畢業生；參與學生應由學校

及合作機構共同甄選產生，在籍學生至少三十名(不包括在職專班學生)為原則

5. 合作機構應具備良好人力資源管理制度，並能提供符合計畫所需之實習名額及未

來職缺人數，以保障學生畢業後之就業需求

04 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



6. 學校應與合作機構共同規劃並開設九學分以上之必修課程

7. 專班必修課程應包括專業課程(例如實作課程、實習課程或與合作機構共同設計開

辦之課程)及至少一門專業能力鑑定或認證課程

8. 專班課程應由合作機構提供適合之業界教師搭配校內教師協同教學

9. 每件補助開班費用新臺幣七十萬元為原則；專班學生畢業後留用於合作機構達六

個月，且仍在職者，每人發給獎勵金二萬元為限

05 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



自103年正式辦理以來，

共78所技專校院與1,041家企業合作執行627件學程計畫，

其中學生結業後即獲合作機構留用並銜接就業者共3,926人。

平均留用薪資(取各領域最低平均~最高平均)：27,081~33,768元

06 辦理成效



07 工研院產業學院-產業學習網



TALENT 產業人才發展資訊網

https://www.italent.org.tw/Resource/Plan/3/GP20160500007 

產業學習網

https://college.itri.org.tw/ 

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

https://test.iaci.nkfust.edu.tw/Industry/CP.aspx?s=283&n=282 

產業學院計畫—人力資源—經濟部

https://www.moeasmea.gov.tw/article-tw-2565-4182

【產學育材，共許未來】教育部產業學院計劃記者會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PPqvWSgis

08 參考資料



04就業導向專班

就業導向課程專班

輔四甲 S0611022 張子容



對
象

機
構

計
畫

目
的

• 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

• 產業機構
• 訓練機構
• 大專校院

• 共同規劃推展
以實務技能學
習為課程核心
之就業導向課
程專班

• 協助學生實務技
能及就業能力

• 提升學生就業意
願及比率

• 幫助學生未來生
（職）涯發展

01 什麼是就業導向課程專班？

法規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就業導向課程專班作業要點



02 辦理方法及原則

1. 就業導向專班以經各主管機關核定以原有班級（不含輪調式及階梯式建教合作班級）之三年級

調整辦理為原則。

2. 專班之規劃，應依學校發展特色、學生特質屬性與生涯發展需求，並結合產業需求，得採全

（專）班或部分學生修習方式等多元模式實施。

3. 專班應依高級中等學校相關課程綱要之規定，與產業機構、訓練機構或大專校院，針對產業機

構之需求，共同規劃以實務為導向之校定課程。

4. 專班配合產業人才培育之特殊需求，期課程規劃除依第二款規定辦理外，得依高級中等學校辦

理實驗教育辦法之規定辦理。

5. 強化學生實務能力及就業接軌為主，其就業率達成目標以百分之80以上為規劃原則。



03 課程架構

赴機構接受訓練

方法二

其他能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及促進就業能力
之措施

方法四

遴聘企業專家進
行協同教學

方法三

赴職場體驗 方法一

在計畫期程內，校定課程中應有百分之50以上之實務課程，
且應辦理產業機構實習外，並就下列擇一種以上辦理：



04 經費補助

• 學校應依實際需求規劃經費概算：

1. 每位學生每學期補助新台幣（下同）一萬元為原則。

2. 每班每學期何給開班費五萬元為原則。

3. 每班每學年以八十萬元為限（不包括本專班學生就業達成之就業獎勵金）。

• 計畫採一次核定，其經費撥付依學校計畫辦理期程採分度撥付，並依「教育部補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05 經費補助－學生

• 每人每學期以五千元為限，並優先獎助弱勢學生。獎學金

• 補助參加業界實習學生經費及雜費等相關費用，每人每日二百五十元，

每人每月以六千元為限；產業機構提供膳宿者，不重複補助。
業界實習補助款

• 學生赴產業機構實習之團體意外保險費。保險費

• 學生畢業當年度從事與專班所屬群科相關工作，達成就業事實三個月，

且十月份仍在職就業者，核實發給每人一萬元。
就業獎勵金



06 經費補助－教師

• 配合課程規劃或調整，其增加之鐘點費用，校內教師授課

每節四至五百五十元，業界專家（業師）授課每節八百元。
授課鐘點費

• 教師赴產業機構或訓練機構之輔導費，每星期每班至多排

定二人次，每人次核發三節鐘點費。
教師輔導費

• 教師赴產業機構或訓練機構輔導訪視、業界專家協同之交

通費，依實際往返核實報支。
交通費



07 經費補助－學校

1.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險費。

2. 租車費：專班赴職場體驗或產業機構實習之租車費。

3. 設備維護費和實習材料費：專班學生所需之設備維護及材料費用，各以總經費百

分之二十為限。

4. 物品耗材費：辦理專班所需之相關文具耗材等費用，以總經費百分之十為限。

5. 差旅費：依實際需求核實報支。

6. 雜支：以總經費百分之五為限。

本專班配合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辦理者，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經費依要點補助，
不再依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補助。



就業導向課程專班推動網站
https://career.sivs.chc.edu.tw/nss/p/index
就業導向課程專班作業要點
https://career.sivs.chc.edu.tw/nss/main/freeze/5a9759adef37531
ea27bf1b0/wtPEmFr1531118801156/5b4326e2e8c76704b51002
a4?slot=bmFtZSxjb250ZW50LHBlcnNvbixhbm5vTmFtZSx1dGltZ
SxzdGltZSxleHQsbGlua3M=&skip=Ng==
產業人才發展資訊網之就業導向課程專班介紹
https://www.italent.org.tw/Resource/Plan/54/GP20160500018



05訪談建教合作學生

訪談建教合作學生

工四乙 S0631111 翁晟皓



01 自我介紹及
選擇方向

01 02 03 04

目前讀哪裡的
大學呢及現在
在哪一個公司
上班?

目前學制的型
態為何><
喜歡嗎

有沒有明確的
優點及缺點呢

當初為何讓你
想走產學合作
班?



02 產學生活

7.你認為學校
學得跟業界有
互相接軌嗎

8.上銀的實習
狀況還行嗎~
學習的如何

6.進入上銀後
與你期望有落
差嗎

5.描述一下
你的大學生活



03 未來展望
及回饋

10.未來你如
果不選擇繼續
待在上銀 ,你
有甚麼打算

11.如果給你
重新選擇的機
會，你還會選
擇產學合作嗎

9.你覺得建教
生在職場上可
以獲得什麼



辛辣問題

0
1

0
2

0
3

12.嘿嘿，薪水如何呀~~~~~~~~

13.用一句話勉勵建教生你會說什麼?

14.想對在座的各位高中生說什麼話



謝謝觀看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