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實習管理辦法 

一、目的： 

為配合國內學校社會工作與諮商心理輔導相關系所學生實習課程，提供

在校學生了解本會服務對象群之社會工作實務，以期理論與實務能夠相印

證，並也培養該領域之實務人才。 

二、申請資格： 

1. 社會工作與諮商心理輔導相關系所之在學學生。 

2. 主動學習動機強，認同了解本會服務宗旨者；舉凡是對兒童、青少年與

家庭輔導服務，以及對翻轉教育有興趣者尤佳。 

3. 社工實習生先修課程規定： 

(1) 大三升大四生暑期機構實習須修畢(社會工作概論、助人技巧或助

人歷程或會談技巧、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社會工作實習概論或指

引、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社區工作、家庭社會工作)等

課程。 

(2) 大四生期中方案實習須修畢(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個案工作、社會

團體工作、社區工作、家庭社會工作)，方案設計與評估需修習

中。 

三、申請流程： 

 

 

 

 

 

 

 

四、申請時間： 

 
暑期機構實習 

上學期 

期中實習 

下學期 

期中實習 

社區輔導 

與諮商實習 

申請截止時程 4/10止 4/30止 10/31止 5/31止 

面談完成時程 4/30止 5/31止 11/30止 6/30止 

正式實習時程 每年 7月-8月 9-12月 2-6月 每年 9月-12月 

1.向本會詢問有無受理實習？

•致電或來文

•本會網路公告

2.請提出書面申請，檢附：

•實習公文與實習辦法

•實習申請表

•實習計畫書

3.本會受理後通知面談。

•對機構宗旨的認識與了解

•對實習服務對象的認識與了解

•對實習的規劃與期待

4.本會發函錄取通知。

•注意報到時間。

•攜帶實習計畫書

•攜帶紙本記錄。

110.01.07經社工會議編訂 

110.08.25經社工督導修訂 



 

 

五、實習時數與內容： 

 暑期機構實習  上下學期中方案實習 

實習時數 
至少 240~320小時 

(或依學校規定) 

至少 160~320小時 

(或依學校規定) 

實習內容 

1. 認識機構環境與服務 

2. 個案工作 

 個案關係建立 

 個案會談與訪視 

 個案紀錄撰寫 

 個案評估與處遇 

3. 團體工作 

 團體規劃與帶領 

 團體紀錄與評估 

4. 個別督導與團體督導 

(社會工作倫理學習) 

5. 個案研討會 

6. 相關文獻書籍閱讀與討

論 

7. 活動協助與規劃見習 

8. 行政管理與服務推廣 

9. 資源盤點與認識 

1. 認識機構環境與服務 

2. 方案設計(含問題分

析)。 

3. 方案執行。 

4. 方案評估。 

5. 個案工作 

 個案關係建立 

 個案會談與訪視 

 個案紀錄撰寫 

 個案評估與處遇 

6. 個案督導與團體督導 

(社會工作倫理學習) 

 

 

 社區輔導與諮商實習 

實習時數 
至少 100小時(含至少 30小時直接服務) 

(或依學校規定) 

實習內容 

1. 認識機構環境與服務 

2. 直接服務 

 個別輔導或諮商 

(至少 10人次) 

 團體輔導(一個團

體) 

(至少 6小時) 

 測驗施測及解釋 

 諮詢服務 

 班級輔導 

 家庭訪視 

 教育訓練 

3. 間接服務 

 心理衛生推廣 

(如講座、文宣資

料) 

 輔導諮商相關行政 

 

 



 

 

 

 諮商團體實習 團體工作實習 

實習時數 

至少 6至 8次團體 

每次 40分鐘以上 

(或依學校實習規定) 

至少 6至 8次團體 

每次 40分鐘以上 

(或依學校實習規定) 

實習內容 

1. 認識機構環境與服務 

2. 團體方案計畫規劃與撰

寫 

3. 團體方案計畫執行 

4. 團體帶領與評估 

5. 團體紀錄撰寫 

6. 團體執行成果 

7. 團體檢討與督導 

1. 認識機構環境與服務 

2. 團體方案計畫規劃與撰

寫 

3. 團體方案計畫執行 

4. 團體帶領與評估 

5. 團體紀錄撰寫 

6. 團體執行成果 

7. 團體檢討與督導 

六、本會督導安排與職責 

1. 督導安排與資格： 

(1) 由機構單位主管指派資深社工人員擔任督導。(本會工作人員可在

本會實習生督導的同意下，帶領實習生進行相關實習內容) 

(2) 社會工作師或符合社工師考試資格之社工相關人員，且至少有 2年

以上在本會實務工作經驗者。 

2. 機構督導應盡職責： 

(1) 擔任督導前，應充分了解相關督導理論與實務，以具備督導能力。 

(2) 協助實習生了解機構實務工作內容。 

(3) 協助實習生規劃討論實習目標與計畫。 

(4) 安排個別督導及團體督導，以增能實習生之專業能力。 

(5) 安排實習生相關實習內容工作，並給予指導、示範與說明。 

七、實習生實習須知： 

1. 應遵守相關社會工作、輔導工作倫理守則。 

2. 應遵守本會各項相關工作規定： 

(1) 準時依照本會作息或實習計畫規定之時間，不得遲到早退或無故缺

席。 

(2) 實習出勤時間務必詳實記錄，實習時數將依此計算。 

(3) 實習如須請假務必事先徵得督導同意始可，不得未告知臨時無故缺

席，且請假總時數不得超過規定之實習總時數的十分之一。 

(4) 實習若無故缺席兩次以上，實習成績將不予以計算，且通知校方是

否終止實習。 

(5) 實習依規須繳交之個案紀錄、實習日週誌、團體紀錄、閱讀報告、 



 

 

 

實習總報告等，務必在督導指定時間內完成繳交，否則實習成績也

不予計算。 

(6) 實習期間任何有關本會需繳交之資料，務必事先給予督導看過與討

論始可交出，以免損害本會之權益。 

(7) 若有關個案處遇之事宜，務必事先與督導討論，徵得督導建議與想

法，始可進行處遇，不得私下擅自決定。 

(8) 實習期間服務儀容應整潔樸素。 

(9) 應有主動自發、積極學習之精神態度。 

八、實習生甄選與面談 

1. 目的：為達到各項實習之預期效果，每位實習生在正式進入實習前，皆

須進行個別面談，以利學生與機構雙方相互了解彼此的期待與想法。 

2. 甄選標準： 

(1) 專業知識與服務熱忱：須具備對社會工作、諮商輔導、教育，以及

兒童、青少年與家庭服務的高度熱忱與專業知識。 

(2) 自我表達能力。 

(3) 組織邏輯與分析評估的能力。 

(4) 自我開放的態度：具備開放的學習精神與態度。 

3. 面談內容： 

(1) 了解實習生為何選擇本會實習的動機。 

(2) 實習生對於本會設立宗旨、核心服務了解程度。 

(3) 實習生過去實習與社會服務之經驗，包含社團參與經驗、班級幹部

領導經驗等等。 

(4) 實習生對於自我的認識程度。 

(5) 實習生對於實習之期待。 

(6) 實習生對自我的推薦，何以能夠來本會參與實習。 

(7) 實習生對於本會服務領域的認識與了解程度。 

九、實習評核： 

1. 時間管理：實習出缺席狀況，有無曠職、遲到早退等情形，以及各項紀

錄、報告等有無遲交缺交等情形。 

2. 學習態度：學習主動性、積極性，對自我的反思學習程度等。 

3. 人格成熟度：個人情緒的穩定性、與他人相處互動之情形、對人應對與

關懷等。 

4. 專業與合作精神：對專業知識與技巧的運用、對跨專業領域的認識、與

同事配搭之情形等。 

5. 行政配合度：對機構規定的了解與配合、對主管督導交辦事項的完成與

配合程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