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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109-2 補助辦理「企業參訪」經費作業規定 

一、 活動依據： 

配合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疫情防疫，即

日起各學系於完備防疫規範並依循以下作業，得開放申請企業參訪活動： 

1. 參訪前主動至職涯發展中心領取額溫槍及酒精，參與者上車前須完成體溫量測，

並以酒精消毒手部。 

2. 活動期間應採取實名制，確實執行人流管制。遇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者，應儘速

就醫後在家休息，不得參加該次企業參訪活動。 

3. 參訪地點應選擇消防安全檢查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合格者。 

4. 有關活動交通、地點規劃以及相關防疫措施，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

「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社交距離注意事項」、「COVID-19(武漢肺炎)

因應指引：大眾運輸」、「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及其最新

發布相關規定辦理。 

5. 因應未來疫情可能發展變化，後續辦理相關活動仍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

新指示配合辦理。 

6. 校外活動申請及參訪須檢附相關活動資訊並填寫「大葉大學學生校外活動申請

表」申請。 

二、 活動目的： 

為使學生能於在學期間依所學專長及就業興趣，透過參與企業參訪瞭解企業之營運

概況、創業運作與歷程及未來發展趨勢。藉由實務運作的觀察，將有助於學生規劃

未來職涯發展方向，特訂定本補助作業規定。 

三、 辦理日期： 

本學期申請期間及辦理日期如下： 

1. 申請期間：自 110 年 02 月 23 日(二)起至 110 年 05 月 14 日(五)止。 

2. 辦理時間：自 110 年 03 月 15 日(一)起至 110 年 06 月 18 日(五)止。 

四、 補助辦法： 

1. 參訪地點：包含一般企業參訪、公立職訓及就業服務機構參訪。規劃安排參訪單

位以多元化為原則，如學生未來擬進入實習之產業或接觸相關之產業，請避免觀

光工廠、休閒觀光農場等地點。 

2. 參加對象：每系補助 1 場次，每場次參加人數至少 30 人，每次補助 1 部車 4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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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參與人數及活動紀錄表回收未達 85%以上，將影響次一學期申請場次。 

3. 活動租車：為配合採購作業流程，由本中心統一安排租賃合法遊覽車，請務必於

活動前兩週提出申請，每系申請上限 1 場次，由各系自行協調後提出申請。 

4. 學生保險：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請務必自行辦理參與活動學生之保險，保

險資料最遲請於出發前一週自行傳真至富邦人壽-楊先生(傳真電話: 04-36069242，)

辦理，每人保險額度為新臺幣 200 萬元，實支實付，保險清冊範例請於本中心網

頁檔案下載區自行下載使用。 

5. 檢送申請表件時，請務必檢附參訪活動時程表，未依相關作業規定提出申請表者，

恕不受理補助參訪費用。 

6. 活動成果：參訪活動辦理結束後，請於兩週內備齊下列資料，送交至學務處職涯

發展中心(行政大樓 1 樓 A107)柯惠娟小姐，分機 1247，辦理結案及費用核銷，電

子檔請E-mail至hueyian@mail.dyu.edu.tw。 

(1) 車資發票 1 式(含估價單)。 

(2) 保險費收據 1 式(含要保書)。 

(3) 學生名單紙本、電子檔各 1 式，如附件一。 

(4) 活動成果表(活動照片至少 6 張)紙本、電子檔各 1 式，如附件二。 

(5) 活動紀錄表：紙本 1 式，每人撰寫一份，如附件三。

mailto:電子檔請E-mail至hueyian@mail.dyu.edu.tw
mailto:電子檔請E-mail至hueyian@mail.d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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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109-2「企業參訪」活動申請表 

申請科系  參加人數         人(至少 30 人) 

負責教師  教師電話  

課程名稱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至     時     分 

企業名稱  

企業地址  

企業窗口  聯絡電話  

公司產業介紹  

系助理簽章 申請教師簽章 系主任簽章 

   

以下由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填寫 

審核結果 
 □同意，已安排租車                  

 □不同意，原因                                       

職涯中心承辦人核章 職涯中心主管簽章 

  

編號: 

收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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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參訪活動時程表(範例) 

「○○○企業參訪」時程表 

○年○月○日（○） 

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30 分鐘 行前說明會 由申請單位於參訪前，自行辦理 

08:50-09:00 報到集合 大葉大學校門口 

09:00-10:00 出發前往參訪企業 

10:00-11:00 

企業簡報產業現況及趨勢簡介                  

產業徵才標準介紹                   

產業核心職能介紹 
○○股份有限公司 

(○○縣○○鄉○○路○○號) 11:00-11:30 參觀各部門及軟硬體設施 

11:30-12:00 問題提問及意見交流 

12:00~ 賦歸 

 

 

活動當天帶隊老師聯絡資訊(必填) 

聯絡人： 

電話： 

 

訂車資訊(職涯中心填) 

TO： 

聯絡人：04-8511888 轉 1247 柯小姐 

傳  真：04-85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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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大葉大學 109-2「企業參訪」參加名單 

一、參訪日期：     年     月     日 星期 

二、參訪地點： 

序號 學號 姓名 序號 學號 姓名 

1   21   

2   22   

3   23   

4   24   

5   25   

6   26   

7   27   

8   28   

9   29   

10   30   

11   31   

12   32   

13   33   

14   34   

15   35   

16   36   

17   37   

18   38   

19   39   

20   40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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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109-2「企業參訪」活動 

 

一、 參訪活動辦理結束後，請於兩週內備齊相關表件送交至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行

政大樓一樓 A107)柯惠娟小姐，分機 1247，辦理結案及費用核銷，電子檔案請

E-mail 至 hueyian@mail.dyu.edu.tw。 

二、 核銷表件如下： 

□(1)車資發票 1 式。 

□(2)保險費收據 1 式(含要保書)。 

□(3)學生名單紙本、電子檔各 1 式。 

□(4)活動成果表(活動照片至少 6 張)紙本、電子檔各 1 式。 

□(5)活動照片原始檔。 

□(6)活動紀錄表 (每人撰寫一份)紙本。 

□(7)體溫量測紀錄表(每台車 1 張)紙本。 

三、 職涯中心收件日期： 

四、 參訪活動申請科系： 

五、 企業參訪活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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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大葉大學 109-2「企業參訪」活動成果表 

一、 活動內容說明： 

1. 日期時間/地點: 

2. 承辦單位/學系: 

二、 活動效益(簡敘)： 

 

三、 活動照片(請提供活動照片原始檔，電子檔 E-mail 至 hueyian@mail.dyu.edu.tw)： 

活動說明(務必填寫完整) 活動說明(務必填寫完整) 

照片 1 照片 2 

活動說明(務必填寫完整) 活動說明(務必填寫完整) 

照片 3 照片 4 

活動說明(務必填寫完整) 活動說明(務必填寫完整) 

照片 5 照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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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大葉大學 109-2「企業參訪」活動紀錄表 

參訪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  姓名  學號  

參訪單位  

參訪內容摘要

( 廠 商 產 業

別、產業趨

勢、招募方式

及用人條件

等) 

 

參訪心得 (由

對產業之認識

及個人就業、

職涯方面所獲

得啟發方向撰

寫) 

 

《本中心另有安排職涯諮詢診斷，特別商請校內全球職涯發展師駐診， 

為同學解答有關職涯方面的疑惑，歡迎多加預約報名，請參見職涯發展中心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