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110 學年度「公共衛生實習」課程計畫    

一、課程名稱：公共衛生實習，為大四上、下學期必修各 2 學分課程。 

二、授課對象：公共衛生學系三年級升四年級之學生。 

三、課程摘要：本課程旨在使學生瞭解公共衛生相關機構實際的運作與管理。學生透過 3 週至 8 週

的時間在各實習單位訓練，實際參與單位業務的實務工作，以增加專業經驗及技能，並藉由實

習報告與海報發表，將學校修習的知識理論應用於實務議題中，期能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四、實習目標： 

(一)瞭解各實習單位扮演之角色與實務運作情形，參與實際的執行概況。 

(二)培養主動參與精神，充實各實習單位專業知識與技能。 

(三)體驗工作環境與人際相處之道，增進溝通協調和解決問題之能力。 

五、實習單位選擇說明：為使公衛系學生在選擇實習單位時，確實配合自我學習目標，並在學生修

讀課程過程中，給予修讀特定公衛領域學生選擇單位時之優先權，以確實達到學習與實習共融

之目標，因而訂定下列優先選擇實習單位之方式。 

(一)學生選擇實習單位之階段順序： 

1.第一階段：申請非公告實習單位名單者，由學生自行提出申請並獲該實習單位允許，須符合實

習機關之特別規定（如：面試、成績、…等），由學生填具「第一階段申請表」提出

申請，經由實習工作教師會議決定。至於，國外或港澳大陸的校外實習以學生自行提

出申請為主。 

2.第二階段：申請公告之實習單位者，由學生填具「第二階段申請表」提出申請，經由實習工作

教師依據學生實習計畫書、學業成績及相關修課科目、公衛領域特殊表現、參與協助

系上活動之積極性決定。 

3.第三階段：經過第二階段後尚未有實習單位者，由學生填具「第三階段申請表」提出申請實習

名額未滿之實習單位，經由實習工作教師會議決定。 

(二)注意事項：各實習單位如在離島或是境外，則必須填寫家長同意書。 

六、實習內容與進行方式： 

(一)參與實習業務：由實習單位安排相關內容，讓學生在觀察、參與以及教導的過程中，能夠對於

實習單位目前的業務概況與實際運作情形有所瞭解。 

(二)撰寫實習週誌：每週日將前一週之實習週誌以電子郵件寄給實習負責老師，使學生即時分享

及反應實習情形，由老師回饋及建議。 

(三)撰寫實習書面報告：藉由實習書面報告的製作，讓學生能夠發現問題、分析原因，並能夠進一

步地提出評論與建言。為了確實瞭解學生於公共衛生實習過程之實際參與情形與培養學生寫

作能力，實習報告的撰寫比照台灣公共衛生雜誌投稿規則。 

(四)實習口頭報告：透過學生介紹分享實習經驗、成果與心得，由師生瞭解學生實習過程，以提供

檢討及回饋。 

(五)海報成果發表：每一實習單位以製作海報方式，展現實習成果，並讓各年級學生學習及觀摩。 

 

七、實習時程：  



(一)第一梯次：110 年 7 月 5 日至 7 月 23 日(或 30 日)止，共 3 週(或 4 週)。 

(二)第二梯次：110 年 8 月 2 日至 8 月 20 日(或 27 日)止，共 3 週(或 4 週)。 

(三)全梯次：110 年 7 日 5 日至 8 月 13 日(或 27 日)止，共 6 週 (或 8 週)。 

 (四)實際之實習時間可依實習單位之安排再作調整。 

八、實習書面報告 

(一)報告格式 

1. 字體：標楷體 

2. 字體大小：12 號字 

3. 行距：1.5 倍行高 

4. 紙張：A4 紙 

(二)報告封面(如範本表格) 

標明實習單位、實習起迄日期、實習單位指導老師、學生姓名及學號等基本資料。 

(三)報告內容 

1.目錄：須標註頁碼。 

2.摘要：簡要敘述實習動機與目的內容、成果、心得與建議，以 600~800 字為限。 

3.前言：含實習目的、動機。 

4.實習內容：單位介紹、敘述實習過程與方式。 

5.實習成果：實習成果的綜合說明。 

6.心得與建議：各至少 300 字。 

7.附錄：實習期間產出的專題報告、活動規劃與辦理、問卷訪查、稽查檢驗、海報發表…等作品

或結果，實習相關之圖片、照片、表格及實習單位所指定的專題及實習過程之其他報告成

果，均以附件方式附於報告之後，不計入規定頁數。 

(四)報告頁數及說明 

1.第一梯及第二梯之學生分別繳交各梯次之書面報告至少 8 頁，最多 12 頁；全梯之學生應繳交

至少 12 頁，最多 15 頁之報告，皆不包含封面及摘要，須電腦打字排版，標註頁碼，雙面印製。 

2.個人實習書面報告繳交日期：110 年 9 月 13 日(一) 16:00 前繳交紙本報告，超過繳交時間者，

逾期一天扣書面成績 5%，二天扣成績 10%，以此類推，請準時繳交，以免扣分。 

九、實習口頭報告： 

(一)口頭報告分組：依實習領域分組報告，例如基層衛生所、醫療機構、環保衛生等單位，各自集

合成一群組，共同簡介共同領域實習單位現況，而後再依據學生各實習機構作小組報告，以可

節省類似單位重複介紹之時間，以利後續實習內容之檢討。 

(二)口頭報告電子檔繳交日期：110 年 9 月 13 日(一)前寄交電子檔，檔案名稱為「口報-實習單位

(學生姓名)」.ppt，例如:口報-新北市衛生局(王大明)。 

(三)口頭報告日期：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110 年 9 月 28 日(二)全天。 

(四)依據實習簡報內容與實習報告由教師推舉最優秀一組實習單位，將代表本系參加「2021 年公衛

聯合年會」公衛系所實習經驗論壇。 

(五)由出席學生票選「實習口頭報告最受歡迎獎」前三名。 



十、海報成果發表： 

(一) 每一個實習單位製作一張海報參展，海報製作格式如下： 

1.標題：包含實習題目、姓名、實習單位。 

2.內容：包含實習目的、實習內容及實習成果。 

3.尺寸: 以90公分寬、120公分長的全開海報紙製作，展示形式不拘。 

(二)海報繳交日期：110 年 9 月 14 日(一)寄交電子檔，檔案名稱為「海報-實習單位(學生姓名)」.pdf，

檔名例如:海報-新北市衛生局(王大明)。海報發表日期：110 年 9 月 20 日(一)前於公衛系大廳

張貼完成；9 月 30 日(四)後通知後取回海報。 

(三)由教師審閱評分為最佳前三名海報，將代表本系參加「2019 年公衛聯合年會」海報展。 

(四)於 9 月 28 日前由各年級師生一人一票選出「實習海報最佳人氣獎」前三名。 

十一、 實習評分：  

(一)實習單位佔評分成績 50％（出席狀況 30%、學習態度 40%、整體表現 30%）；若實習單位自有

評分項目，以實習單位為主。 

(二)實習書面報告佔評分成績 30%； 

(三)海報成果發表佔評分成 10%； 

(四)實習負責老師佔評分成績 10％(含實習週誌)；  

(五)實習口頭報告加減總成績正負 3 分。 

※以實習總成績選出「實習成績優良獎」前三名，並頒發獎狀作為同學之獎勵與未來申請工作與

研究所之績效證明。 

十二、實習須知：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各項規定，服從其指導人員及管理人員之規範，如有不遵

守實習單位各項規定及指導者，本系或實習單位有權停止該學生實習。 

(二)實習學生須主動學習、嚴守分際及實習學業為重，不得擅自離開工作崗位或怠忽職守，以維

護個人與學校之榮譽。 

(三)實習期間應依照實習單位規定之實習日期與出勤時間準時上下班，不得任意缺席或遲到早

退，如因故無法實習時，應事前向實習單位指導老師及本系實習負責教師請辦理請假手續。倘

有重大情事發生者，須立刻報告實習負責老師或系辦。 

(四)學生於實習期間有關膳宿及交通事宜，概由學生自理，請務必注意個人自身之安全。 

(五)學生於實習期間之服裝儀容應以整齊清潔、樸素為原則，注意禮貌，舉止合宜。  

  



 

 

 

 

輔仁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110學年度「公共衛生實習」課程 

預定流程進度表 

日期 工作主題 工作內容 配合事項 

108/11/16 

(二)13:00 

MD303 

第一次 

實習學生說明會 

1.說明實習課程手冊內容 

2.徵詢學生實習單位調查表 

3.「第一階段」申請：定實

習單位 

學生 

1. 繳 交 實 習 單 位 志 願 表 於

109/11/27(五)交 

2.繳交「第一階段」申請資料：申請

表、實習計畫書、歷年成績單於

109/12/4(五)前交 

110/1/11 

(一) 

公告第一階段 

學生名單 
確定第一階段實習學生 學生 

寄修正後第一階段實習計畫書電子

檔於 12/15(二)前交 

110/02/23 

(二)13:00 

第二次 

實習學生說明會 

1.介紹實習單位名單及說

明申請條件與規範。 

2.「第二階段」申請：歷年

實習單位 

學生 

繳交「第二階段」申請資料： 

申請表、實習計畫書、歷年成績單於

110/3/2(二)前交 

110/03/17 

(三) 

1.公告第二階段 

學生名單(系內) 

2.公告第三階段 

實習單位 

確定第二階段實習學生 學生 

1.寄修正後第二階段實習計畫書電

子檔於 3/19(五)前 

2.繳交「第三階段」申請資料： 

申請表、實習計畫書於 3/19(五)前交 

110/03/26 

(五) 

公告實習學生名

單及負責教師 
確定學生實習單位 學生 

寄修正後第三階段實習計畫書電子

檔於 3/26(五)前 

110/06/02 

(三)13:40 

第三次 

實習學生說明會 

1.實習行前說明會 

2.介紹職場儀禮 

教師 參與實習學生說明 

學生 實習期間相關事項、實習報告格式 

110/07/05 至

08/27 
學生實習 實習中 

教師 訪視各實習單位 

學生 
1.繳交實習週誌 

2.撰寫實習報告、口頭報告、海報 

110/8/2 網頁公告 口頭報告 系辦 於本系網頁公告口頭報告分組名單 

110/09/13 

(一) 
學生繳交報告 

1.個人書面報告紙本 

2.口頭報告 ppt 檔 

3.海報 pdf 檔 

學生 

1.繳交個人書面報告至系辦 

於 9/13(一)16:00 交 

2.寄口頭報告 ppt 檔、海報 pdf 檔於

9/13(一)叔 

110/09/28 

(二) 

學生實習口頭報告

成果發表 

1.學生口頭報告分組上台

報告 

2.票選口頭報告最受歡迎

三位。 

學生 上台報告及票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