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發展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28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公告事項： 

  一、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108年度暑期實習機會，實習期間提

供保險，屬義務實習性質。 

  二、實習資訊： 

(一) 實習名額：本年度共提供 92 名，其中博物館、藝文場館

共 49名、圖書館共 43名。 

(二) 實習期間：108年 7月 1日至 8月 31日，為期 2個月，實

習時數不得少於 200小時。 

(三) 實習福利：實習單位提供保險、實習生達考核標準給予激

勵津貼新臺幣 3,000元。 

三、請有意願的同學，最遲於 108 年 3 月 25 日前備齊(1) 實習申

請表、(2)自傳、(3)學經歷證明文件、(4)實習計畫書(500 字為

原則)，自行向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出申請。 

 四、檢附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暑期實習作業要點、申請表、實習報告

及需求表，如須電子檔請逕至「研發處網頁→校外實習專區

→實習機會資訊」下載。 

    

                                                                                                                                 

                    研發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學生實習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6 年 1 月訂定 

中華民國 106 年 12 月修定 

中華民國 107 年 12 月修定 

一、為培育藝術管理及文化行政之人才，提供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實務實習之機會，

本局訂定「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學生實習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實習」系屬由國內外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向本局提出申請後經相

關人員面談或書面審核同意，以義務性質至申請單位及館舍學習。 

三、申請資料: 

(一)實習申請表。 

(二)自傳。 

(三)學經歷證明文件。 

(四)實習計畫書。 

四、實習時數: 

(一)時數累積限制: 

1.以學期計算方式:每周不得少於 16 小時。 

2.以暑假期間計算方式:暑期不得少於 200 小時。 

            3.實習不得分段，一次實習完畢為限。 

(二)實習學生不得遲到早退，並按時簽到退，如需請假應填具假單交予指導員，

受理單位辦理請假完成，始得請假，請假時數不得列入實習時數計算。 

(三)實習時間應依實習單位規定，如因業務需要，應配合週末或假日輪值。 

五、實習結束:實習結束前繳交一篇實習報告交予指導員，字數不得少於 2千字，

並繳回識別證。 

六、督導考評: 

(一)實習單位需指派一名為實習生指導員，依實習生考評表評量，包含出勤考

核、工作表現、服務熱誠及實習報告，依實考評。(如附件-實習生考評表) 

(二)實習生學習期間應服從專責人員督導及考核。 

(三)實習時數不足及未依時間內繳交實習報告，不開具實習證明。 

(四)申請實習學生依規定到館舍報到，實習期間如有任何不適或損害館譽之行

為，經指導員提出，本局有權終止實習並撤銷實習資格並通知就讀系所。 

七、實習期滿: 

(一)實習時數達 200 小時及繳交實習報告，由實習單位開具實習證明。 

(二)經指導員依實考評，考評分數達 80 分給予實習激勵(激勵內容以當年度公

告為準)。 

八、實習期間由實習單位提供保險。 

九、實習學生應接受指導員之督導，使用設備、文案資料應負有保密之義務；實習

期間取得資料或文件(含實習報告)未獲實習單位同意，擅自對外發表者，本局

得依法追究責任。 

十、學生實習期間不得從事違法或損害本局權益及聲譽之情事。 

十一、本要點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 

暑期實習生考評表(指導員填寫) 

實習單位  

實習期間  

實習生姓名  

學校名稱/系所  

 

考核項目 成績 備註 

出勤時數(30%) 
           (出勤時數:____小時) 未達實習累計時數及未於實

習結束之前繳交實習報告，

實習單位得不開具實習證

明。 

實習激勵給予標準：依實考

評，考評分數需達 80 分。 

實習報告(15%)  

工作表現(30%)  

服務熱誠(25%)  

總成績  

 

評語:  

 

 

 

是否開具實習證明:   

指導員簽章:                             主管簽章: 

 



單位 館舍名稱
名

額
實習地點/地址 實習內容

應俱備之條件

(如:技能、語言等)

新北市坪林茶業

博物館
8

新北市坪林茶業博物館

(新北市坪林區水德里水

聳淒坑19-1號)

1.博物館行政文書協助

2.展場諮詢與服務

3.展覽策劃與執行協助

4.教育推廣活動規劃與執行協助

5.賣店見習及行銷規劃

6.館外教育推廣活動協助支援

7.排班制，需配合假日輪值

         無特殊要求

府中15新北市動

畫故事館
1

府中15新北市動畫故事館

/新北市板橋區府中路15

號

1、協助一樓服務大廳觀眾服務及指引。

2、各樓層展場巡查、展覽設備看管，負責展品安全觀眾

動線指引及參觀秩序維護。

3、協助展覽布撤展及各類動畫教育活動執行協助(研討

會、講座、教育課程、寒暑期營等)等工作。

4、 館藏借閱服務、活動報名登記及館藏盤點。

5、 協助行政事項及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6、 排班制，每日09:00-18:00，須配合假日活動輪班

積極主動樂觀、樂於服務、有禮貌

現就讀於國內外大學院校及研究所修習動畫相

關課程，或對動畫教育及美術館相關實務訓練

有特別需求及興趣之學生，均可向本館提出申

請。

文

化

設

施

科

板橋435藝文特

區
4

板橋435藝文特區(新北市

板橋區中正路435號)

1.協助園區展演活動、課程相關庶務及現場活動執行如

兒藝節活動等。

2.協助園區行政工作：整理藝術家工作室及團隊等回饋

資料及園區活動照片、園區活動美編排版等相關行政工

作。

3.協助園區展間維護、展覽秩序管理等。

4.協助公共藝術資料彙整建檔等相關行政工作。

5.上班時間原則為星期一至五，如有需要假日活動支援

將詢個人意願進行調班。

1.熟悉Photoshop、Illustrator等平面設計軟

體及動畫製作相關軟體者尤佳。

2.有藝文展覽、活動經驗者尤佳。

3.具辦公室文書軟體(Office

Word/Excel/PowerPoint)技能尤佳。

文

化

資

產

科

林本源園邸
2

林本源園邸

(新北市板橋區西門街9

號)

1.導覽學習及貴賓接待等相關事務。

2.戶外(內)活動支援及小型企劃。

3.文創賣店見習及行銷規劃。

4.協辦園邸相關行政及庶務事務。

5.臨時交辦事項。

1.基本電腦文書處理能力。

2.愛好藝文、樂於學習、積極主動樂

  觀、樂於服務、喜接觸人群。

3.具美編基礎或影片剪輯與轉檔能力、

  承辦活動經驗、外語能力者佳。

4.能配合假日活動支援。

新板藝廊 1
新北市板橋區漢生東路

166號3樓

1、 館設活動企劃發想

2、 教育推廣活動助教

3、 展館現場服務/導覽

4、 網路平台行銷發想

5、 排班制，每日10:00-18:00，須配合假日活動輪班

1、藝術、文創、文資、設計、語文相關科系

佳

2、具備英語能力者佳

新北市藝文中心

展覽廳
1 新北市板橋區莊敬路62號

1、 展覽企劃文案發想

2、 各項活動支援

3、 展館現場服務/導覽

4、 網路平台行銷發想

5、 協助藝術家佈卸展

6、 排班制，每日09:00-17:01，須配合假日活動輪班

1、藝術、文創、文資、設計、語文相關科系

佳

2、具櫃台服務、展覽策劃、文創設計相關經

驗者佳

美麗永安生活館 1

美麗永安生活館(新北市

中和區中和路390號，捷

運永安市場站2樓)

1、服務台諮詢與服務

2、教育推廣活動執行協助

3、展場導覽與說明

4、臨時交辦事項

積極主動樂觀、樂於服務、有禮貌、懂繪圖軟

體或攝影為佳，藝術人文及休閒管理相關科系

優先。

新北市藝文中心

演藝廳
2

演藝廳(新北市板橋區莊

敬路62號)

1、「藝饗新北市─愛上劇場」演出節目行政事務及宣傳

協助。

2、演藝廳節目例行性宣傳協助。

3、前臺服務及觀眾開發業務協助。

4、劇場導覽活動行政事務及宣傳協助。

5、劇場、表演藝術類相關臨時交辦事項。

1、具基本劇場專業知能或對表演藝術有熱情

及興趣者為佳。

2、基本電腦文書處理能力。

3、電腦美編、製圖、修圖能力。

4、影片剪輯與轉檔能力。

5、基本英語或其他外國語言能力。

教育推廣組(1) 2

鶯歌陶瓷博物館

(新北市鶯歌區文化路200

號)

協助駐村計畫相關事務，如翻譯、回覆國際信件、駐村

藝術家創作、駐村計畫執行、研究釉藥等。

具美工及Excel、Word、Powerpoint等電腦文

書相關技能，工藝美術、藝術行政、博物館相

關系所優先。

具英語基本會話能力為主，會翻譯尤佳。

教育推廣組(2) 4

鶯歌陶瓷博物館

(新北市鶯歌區文化路200

號)

暑期體驗活動設計規劃、活動服務與經營管理，包括顧

客服務、體驗教具準備、場域管理等。

具美工及Excel、Word、Powerpoint等電腦文

書相關技能，工藝美術、休閒管理、博物館相

關系所優先。

教育推廣組(3) 2

鶯歌陶瓷博物館

(新北市鶯歌區文化路200

號)

1.常設展、陶瓷藝術園區導覽

2.行動博物館導覽

3.排班制

1.具服務熱忱以及對導覽有興趣之學生，能依

排定時間到館服務。

2.具團隊合作精神，能協同完成本館交付之工

作。

3. 具外語、手語能力為佳。

藝

術

展

演

科

小計:5人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 108年暑期實習生名額表
申請資格:對博物館、藝文館舍、圖書館及文化產業有興趣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實習時間:108年7月1日至108年8月31日止

實習時數不得少於200小時

總需求名額:92名

文

化

發

展

科

小計:9人

小計:4人

小計: 2人

鶯

歌

陶

瓷

博

物

館



單位 館舍名稱
名

額
實習地點/地址 實習內容

應俱備之條件

(如:技能、語言等)

行銷企劃組 2

鶯歌陶瓷博物館

(新北市鶯歌區文化路200

號)

1.文化商品店網路商城營運及行銷協助

2.社群媒體行銷及媒體接待協助

1.具電腦文書、美編軟體編輯、基礎攝影能

力。

2.善溝通、主動積極、細心具責任感。

3.對於文創商品店經營、博物館社群行銷有興

趣，藝術、設計、傳播相關科系者優先。

典藏展示組 2

鶯歌陶瓷博物館

(新北市鶯歌區文化路200

號)

1.特展相關展覽業務協助

2.典藏業務協助

1.具Excel、Word、Powerpoint等電腦文書相

關技能。

2.具英語、日語專長尤佳。

3.展覽相關工作有興趣者。

4.典藏相關工作有興趣者。

營運行政組 2

鶯歌陶瓷博物館

(新北市鶯歌區文化路200

號)

1.遊客服務相關作業，門票收費驗票、服務臺諮詢服務

及遊客意見處理等。

2.遊客研究、問卷分析及門票票根資料整理。       3.

協助檔案室業務，辦理歸檔文件整理及掃描事宜‧

1.熱情活潑、喜接觸人群、樂於服務、 積極

主動。

2.具外語能力佳(英、日語)。

3.具耐心、細心者尤佳‧

十

三

行

博

物

館 營運推廣組 6

十三行博物館

(新北市八里區博物館路

200號)

1.協助早安博物館活動、支援行動博物館、協助2019新

北市兒童藝術節活動、協助2019Fun暑假活動、十三行常

設展導覽、展場問卷調查。

2.上班時間為排班制，須配合假日值班。

1.具外語能力佳。

2.具美編、攝影能力佳

營運管理組 1

1. 社群媒體小編。

2. 體驗活動規劃設計。

3. 藝術踩街主題造型設計。

4. 現場遊客服務協助。

熱於和人群接觸，能配合活動支援假日排班，

具外語(英、韓)或基礎美編能力尤佳。

展示教育組 2

1. 國際藝術村藝術家成果發表活動協助。

2. 展覽活動、暑期活動（如古蹟夜未眠、兒童藝術節）

支援辦理。

3. 協助相關展覽活動影像紀錄及剪輯。

具美感能佈置場地，具有藝術、美編或影像編

輯基礎者為佳，能配合活動支援假日排班。

研究典藏組 2 協助淡水區文化資產、典藏庫及數位資料蒐整並建檔。 對淡水歷史、文化資產有興趣者尤佳。

黃

金

博

物

館

營運推廣組 4

黃金博物館

(新北市瑞芳區金光路8

號)

1.活動執行與支援

2.觀眾服務

3.導覽學習、體驗活動協助及規劃

4.網路行銷素材蒐集整理

5.一般行政庶務協助

6.臨時交辦事項

1.具外語能力佳

2.具美編、攝影能力佳

3.具觀眾經驗為佳

4.具電腦文書處理能力

3.具服務熱誠，工作態度積極主動、認真負

責。

總館推廣課 4
新北市板橋區貴興路139

號

1.須配合支援本館各項業務推廣活動。

2.協助陪讀及暑期活動及樂齡活動。

3.需配合晚間及假日值班(場地外借管理)及現場設備操

作。

4.行政庶務相關業務等。

5.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1.以圖書館相關科系為優先熟悉電腦文書處

理、具服務熱誠、工作態度積極主動、認真負

責、可獨立作業。

2.實習閱讀推廣活動規劃及佈展桌。

三重分館 1
新北市三重區自強路一段

158號

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庶

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電腦文書處理

三重田中分館 1
新北市三重區忠孝路三段

40巷51號2樓

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庶

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電腦文書處理

三峽北大分館 1
新北市三峽區學成路396

號

1.協助圖書上架、協尋預約書、整理排序

2.協助推廣活動

3.協助流通櫃檯事務

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1.電腦、網頁基礎操作

2.Office軟體操作

三峽分館 1
新北市三峽區永安街9巷5

號2樓

1.協助圖書上架、協尋預約書、整理排序

2.協助推廣活動

3.協助流通櫃檯事務

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1.電腦、網頁基礎操作

2.Office軟體操作

土城分館 1
新北市土城區中正路18號

7樓

1.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

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2.需配合假日值班或上班時間為排班制

電腦文書處理

板橋忠孝分館 1
新北市板橋區國慶路149

巷21弄16號1樓

1.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

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2.需配合假日值班或上班時間為排班制

電腦文書處理

永和保生分館 1
新北市永和區新生路218

號5樓

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庶

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電腦文書處理

永和分館 1 新北市永和區國光路2號

1.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

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2.上班時間為排班制。

1.具基本文書處理為佳

2.具美編基礎為佳

3.善溝通、個性活潑主動、具強烈學習精神。

五股分館 1
新北市五股區工商路1號3

樓

1.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

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2.排班制，需配合人力需求輪值假日、電腦文書處理、

需能配合圖書館之相關規定

電腦文書處理

淡

水

古

蹟

博

物

館

新北市立淡水古蹟博物館

(新北市淡水區中正路一

段6巷32之2號)及所屬館

舍區域

小計:5人

小計:4人

新

北

市

立

圖

書

館

小計:14人

小計:6人

鶯

歌

陶

瓷

博

物

館



單位 館舍名稱
名

額
實習地點/地址 實習內容

應俱備之條件

(如:技能、語言等)

五股水碓分館 1
新北市五股區明德路10號

4樓

1.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

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2.排班制，需配合人力需求輪值假日、電腦文書處理、

需能配合圖書館之相關規定

電腦文書處理

深坑分館 1
新北市深坑區深坑街10號

1樓

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庶

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電腦文書處理

坪林分館 1
新北市坪林區坪林里國中

路3號

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庶

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電腦文書處理

汐止分館 1
新北市汐止區新台五路一

段268號5樓

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庶

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電腦文書處理

汐止大同分館 1
新北市汐止區大同路二段

451號

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庶

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電腦文書處理

中和員山分館 1
新北市中和區民享街37號

2樓

1.協助櫃台事務

2.圖書資料協尋、上架、整架

3.協助蒐集新書資訊，製作購書清單

4.新到館圖書清點

5.暑期推廣業務、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6.可配合假日值班或上班時間為排班制

*喜歡小朋友、擅溝通、能配合支援活動

* 具備愛心、耐心、熱心者

* 上班不遲到不早退者

板橋江子翠分館 1 新北市板橋區莊敬路62號

1.協助櫃台事務

2.圖書資料協尋、上架、整架

3.協助蒐集新書資訊，製作購書清單

4.新到館圖書清點

5.暑期推廣業務、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6.可配合假日值班或上班時間為排班制

* 喜歡小朋友、擅溝通、能規劃辦理活動

* 具備愛心、耐心、熱心且大方、勇敢

* 上班不遲到不早退

* 辦理兒童活動有經驗者佳

* 熟英文、中外電影、電腦文書處理

板橋分館 1
新北市板橋區文化路一段

23號

協助櫃檯處理通閱書籍、整書上架、上級交辦事項、館

內秩序維護等業務
電腦文書處理

板橋四維分館 1
新北市板橋區陽明街168

號

協助櫃檯處理通閱書籍、整書上架、上級交辦事項、館

內秩序維護等業務
電腦文書處理

林口分館 1
新北市林口區忠孝二路55

號4樓

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庶

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工作時間為排班制，需配合假日

輪班。

電腦文書處理

八里分館 1
新北市八里區舊城路19號

5樓

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庶

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工作時間為排班制，需配合假日

輪班。

電腦文書處理

泰山分館 1
新北市泰山區全興路212

號5樓

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庶

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需配合假日值班或上班時間為排班制

電腦文書處理

泰山貴子分館 1
新北市泰山區工專路22號

3樓

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庶

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需配合假日值班或上班時間為排班制

電腦文書處理

淡水分館 1 新北市淡水區文化路65號

1.協助流通櫃台及圖書相關業務

2.協助閱讀推廣活動、一般行政業務

3.協助藝文中心場館及展覽行銷宣傳、佈卸展及開幕茶

會等相關行政事務

4.協助演藝廳節目進行及宣傳協助等行政業務。

5.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1.以圖書館相關科系為優先，熟悉電腦文書處

理，具服務熱誠、工作態度積極主動、認真負

責。

2.具基本劇場專業知能或對表演藝術有熱情及

興趣者尤佳。

3.需配合業務輪值六、日及晚班

淡水水碓分館 1
新北市淡水區中山北路1

段158號4、6樓

1.協助流通櫃台業務、圖書相關業務

2.協助閱讀推廣活動、一般行政業務

3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1.以圖書館相關科系為優先，熟悉電腦文書處

理，具服務熱誠、工作態度積極主動、認真負

責。

2.喜歡小朋友、擅溝通、能配合支援活動, 具

備愛心、耐心、熱心者

3.需配合業務輪值六、日及晚班

新店分館 2
新北市新店區北新路三段

105巷2號3樓

1.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

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2.需配合假日值班及上班時間為排班制。

1.電腦文書處理，需假日輪值。

2.略有美編基礎為佳。

3.具強烈學習精神為佳。

青少年圖書館 2
新北市新店區安康路2段

151號

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庶

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需配合人力需求輪值六日、電腦文書處理、需

能配合圖書館之相關規定

新莊中港分館 1
新北市新莊區中港路350

號

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庶

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電腦文書處理

萬里分館 1
新北市萬里區瑪鋉路221

號

1. 圖書館櫃臺流通業務

2. 閱讀推廣活動

3. 一般行政庶務

4. 臨時交辦事項

電腦文書處理、國台語

金山分館 1 新北市金山區龜子山8號

1. 圖書館櫃臺流通業務

2. 閱讀推廣活動

3. 一般行政庶務

4. 臨時交辦事項

電腦文書處理、國台語

樹林分館 1
新北市樹林區樹新路40-7

號

1.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

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2.需配合假日值班或上班時間為排班制。

電腦文書處理

樹林東昇分館 1
新北市樹林區中山路二段

80號3樓

1.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

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2.需配合假日值班或上班時間為排班制。

電腦文書處理

蘆洲長安分館 1
新北市蘆洲區長安街96號

3樓

1.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

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2.上班時間為排班制、需配合假日值班

電腦文書處理、國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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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館舍名稱
名

額
實習地點/地址 實習內容

應俱備之條件

(如:技能、語言等)

蘆洲永安圖書閱

覽室
1

新北市蘆洲區永安南路二

段134號2樓

1.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

庶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

2.上班時間為排班制、需配合假日值班

電腦文書處理、國台語

蘆洲集賢分館 1
新北市蘆洲區集賢路245

號4樓

1.協助圖書上架、協助預約書、整理排序

2.協助推廣活動

3.協助流通櫃台事務

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電腦文書處理

蘆洲兒童親子分

館
1

新北市蘆洲區集賢路221

巷11號2-3樓

1.協助圖書上架、協助預約書、整理排序

2.協助推廣活動

3.協助流通櫃台事務

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電腦文書處理

鶯歌分館 2
新北市鶯歌區中山路150

號

協助圖書館櫃檯流通業務、推廣閱讀活動、一般行政庶

務等及臨時交辦事項,排班制，需輪假日班。
電腦基本文書處理word、excel應用

小計:4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