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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新竹縣青年進館計畫 

暑期實習簡章 

一、 計畫目標 

為培育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等文化館舍之經營管理、教育推廣之人才，新

竹縣政府文化局特辦理「青春永駐–新竹縣青年進館計畫」暑期實習活動，

提供有志成為文化領域工作者之高中及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參與文化館舍工

作之機會。後續將持續做為提供地方文化藝文工作機會之管道，積極與相

關學校系所合作，媒合青年參與地方文化事務並做為文化館舍人才資料庫

之基礎。 

二、 實習申請對象 

國內外高中及大專院校在學學生。未來對從事文化、藝術、社區工作有興

趣者，科系不限，歡迎曾修習博物館學、藝術管理、教育、休閒觀光、空

間設計、建築、文化資產、文化創意、多媒體等課程者提出申請。 

三、 申請檢附資料 

（一）實習申請表（附件）。 

（二）學生證影本正、反面各 1 張，請黏貼於申請書上。 

（三）一吋半身照片 1 張，請黏貼於申請書上。  

（四）學校老師推薦信（可自行選擇是否提供）。 

四、 申請方式 

將上述申請資料於 107 年６月 14 日前郵寄完成（以郵戳為憑，缺件、資料

不全或逾期申請者，恕不受理）。 

收件地址：32023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 中原大學建築系 文化地景

研究室（聯絡人：0917-169330 鄭小姐 

活動洽詢：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03-5510201 分機 205 簡小姐。 

五、 時程規劃 

（一）申請時間：自公告日起至 107 年 6 月 14 日 

（二）申請收件截止：107 年 6 月 14 日 

（三）公布錄取名單：107 年 6 月 22 日 

（四）各館實習：7 月至 8 月（實習時間由各館訂定），期間需參與至少一

場青年培力工作坊活動。 

（五）繳交實習報告與考評資料：9 月底（實習期滿一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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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習時數 

（一）時數計算方式: 

1. 暑期實習至少需完成 160 小時。 

2. 以學期計算方式:每月不得少於 32 小時，總時數至少需完成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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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實習結束：實習結束後繳回相關證件及物品，並於一個月內繳交一篇實習

心得交予指導員，字數不得少於 2 千字，至少 10 張照片，格式不拘 。 

八、 實習管理 

（一）實習單位指派實習生指導員，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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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習生學習期間應服從專責人員督導及考核。 

（三）實習報告:實習者需撰寫實習報告,並於實習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實習

報告。 

（四）申請實習學生須依規定到館舍報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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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實習證明：經指導員依實考評通過，由實習單位開具實習證明。如未達最

低時數或未於期限內繳交實習報告，不開具實習證明。 

十、 實習期間保險費用由學生自付（200 萬以上意外保險及意外醫療保險），

執行單位可協助辦理相關加保作業。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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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單位或本局得依法追究責任。 

十二、 學生實習期間不得從事違法或損害本局及館舍權益及聲譽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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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新竹縣青年進館暑期實習參與單位 

 (參與單位01) 

館舍名稱 新竹縣縣史館 

地 址 新竹縣竹北市吳濁流路55號 

簡介 官網:http://www.hchcc.gov.tw/hsinchu/index.asp  

工作內容 

■資料建檔：二樓圖書閱覽區書籍整架 

■文物整理：典藏文物整理 

■美術設計：館舍活動告示、動線指引標示、海報製作 

■協助活動執行：義民祭、彩繪神豬競賽、創意族譜工作坊 

其他，請列舉說明： 

實習期間 107年7月1日~8月31日 

出勤時間 上午 9 時至下午 17 時(午休 1 小時) 

需求人數 共5名 

提供福利 

(如無法提供請填無) 

1.膳食：無 

2.住宿：無 

3.交通車：無 

4.津貼：無 

5.其他，如教育訓練等：實習輔導、參與地方文化館輔導團辦

理之青年工作坊 

特殊要求 

或 

備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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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單位02) 

館舍名稱 老湖口天主堂文化館 

地 址 303新竹縣湖口鄉湖口老街108號 

簡介 FB 新竹縣大窩口促進會 

工作內容 

■活動規劃：各項活動的構想規劃討論與執行 

■美術設計：文宣與鄉親報設計並與老街店家與居民訪談 

■宣傳推廣：FB粉絲專頁宣傳 

■協助活動執行：協助各項活動執行並拍照 

■其他，請列舉說明：定期清潔與整頓環境、參與地方文化館

輔導團辦理之青年工作坊 

實習期間 107年7月16日至8月31日 

出勤時間 上午 9 時至下午 17 時 

需求人數 共2名 

提供福利 

(如無法提供請填無) 

1.膳食：提供伙食津貼80元（一日） 

2.住宿：無 

3.交通車：無 

4.津貼：無 

5.其他：導覽課程培訓、參與地方文化館輔導團辦理之青年工

作坊 

特殊要求 

或 

備註事項 

1.實習期間休假時間與本館配合，如星期二公休日與假日一天

配合上班。 

2.以上工作需與本館互相配合與討論，非獨立執行。 

 

 

 

 

 

  

https://www.facebook.com/daw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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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單位03) 

館舍名稱 新竹縣尖石鄉原住民文化館 

地 址 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2鄰36號 

簡介 FB 尖石鄉原住民文化館 

工作內容 

■策展協助：協助本所策展活動業務。 

■資料建檔：協助文物清冊建檔。  

■文物整理：協助文物清潔及維護等工作。 

■其他業務：協助文化館其他之業務。 

實習期間 107年7月1日至107年8月31日 

出勤時間 每週二至週六上午 8 時至下午 17 時(每週一休館)。 

需求人數 1-2人 

提供福利 

(如無法提供請填無) 

1.膳食：無 

2.住宿：無 

3.交通車：無 

4.津貼：無 

5.其他：參與地方文化館輔導團辦理之青年工作坊 

特殊要求 

或 

備註事項 

歡迎對原住民文化有興趣的學生來館實習，如有文物典藏維護

相關修課資歷者尤佳。 

 

 

  

https://zh-tw.facebook.com/tayal.jians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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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單位04) 

館舍名稱 新竹縣五峰鄉賽夏族矮人祭場文物館 

地 址 新竹縣五峰鄉茅圃331-2號 

簡介 FB 五峰鄉賽夏族矮人祭場文物館 

工作內容 

■活動規劃：協助各館活動事項。 

■策展協助：協助各館策展事項。 

■資料建檔：協助各館文書上處理事項。 

■文物整理：協助解說員解說展覽。 

■宣傳推廣：協助活動宣導推廣。 

■協助活動執行： 協助各館各項活動執行。 

 

實習期間 107年7月1日至107年8月31日 

出勤時間 每週二至週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7 時(每週一休館)。 

需求人數 5人 

提供福利 

(如無法提供請填無) 

1.膳食：無 

2.住宿：無 

3.交通車：無 

4.津貼：無 

5.其他：參與地方文化館輔導團辦理之青年工作坊 

特殊要求 

或 

備註事項 

歡迎原鄉文化有熱情、興趣及認同感的學子來館實習，擁有原

住民身分尤佳。 

 

  

https://zh-tw.facebook.com/%E6%96%B0%E7%AB%B9%E7%B8%A3%E4%BA%94%E5%B3%B0%E9%84%89%E8%B3%BD%E5%A4%8F%E6%97%8F%E7%9F%AE%E4%BA%BA%E7%A5%AD%E5%A0%B4%E6%96%87%E7%89%A9%E9%A4%A8-408466136001892/


8 
 

(參與單位05) 

館舍名稱 新竹縣五峰鄉原住民族館 

地 址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9鄰清泉164-6號 

簡介 FB 新竹縣五峰鄉原住民族館 

工作內容 

■活動規劃：協助各館活動事項。 

■策展協助：協助各館策展事項。 

■資料建檔：協助各館文書上處理事項。 

■文物整理：協助解說員解說展覽。 

■宣傳推廣：協助活動宣導推廣。 

■協助活動執行： 協助各館各項活動執行。 

 

實習期間 107年7月1日至107年8月31日 

出勤時間 每週二至週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7 時(每週一休館)。 

需求人數 5人 

提供福利 

(如無法提供請填無) 

1.膳食：無 

2.住宿：無 

3.交通車：無 

4.津貼：無 

5.其他：參與地方文化館輔導團辦理之青年工作坊 

特殊要求 

或 

備註事項 

歡迎原鄉文化有熱情、興趣及認同感的學子來館實習，擁有原

住民身分尤佳。 

 

 

  

https://www.facebook.com/%E6%96%B0%E7%AB%B9%E7%B8%A3%E4%BA%94%E5%B3%B0%E9%84%89%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9%A4%A8-52058097164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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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單位06) 

館舍名稱 張學良故居 

地 址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清泉256-6號 

簡介 FB 張學良文化園區 

工作內容 

■協助活動執行：協助進行開閉館、支援導覽員進行解說、維

護館舍環境。 

■創意活動發想：協助發想風味新竹張學良故居與周邊館舍之

串聯方法。 

 

實習期間 107年7月1日至107年8月31日 

出勤時間 每人共 160 小時，出勤時間為 9:00-17:00，每周至少２天 

需求人數 5人 

提供福利 

(如無法提供請填無) 

1.膳食：無 

2.住宿：無 

3.交通車：無 

4.津貼：無 

5.其他：參與地方文化館輔導團辦理之青年工作坊 

特殊要求 

或 

備註事項 

因館舍位於五峰鄉桃山村，需自行處理膳宿及交通問題，五峰

鄉學子尤佳。 

 

  

https://www.facebook.com/zxl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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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單位07) 

館舍名稱 
紙寮窩造紙工坊 

（新竹縣芎林鄉紙寮窩劉傳老造紙文化發展協進會） 

地 址 新竹縣芎林鄉文林村10鄰紙寮窩16號 

簡介 FB 紙寮窩造紙工坊 

工作內容 

■美術設計：設計開發竹紙文創商品 

■協助活動執行： 配合館舍活動執行 

實習期間 107年7月1日至107年8月31日 

出勤時間 上午 8 時至下午 17 時（午休 1 小時） 

需求人數 5人 

提供福利 

(如無法提供請填無) 

1.膳食：不定時提供道地客家媽媽傳統點心或午餐。 

2.住宿：無 

3.交通車：無 

4.津貼：無 

5.其他：參與地方文化館輔導團辦理之青年工作坊 

特殊要求 

或 

備註事項 

歡迎對傳統手工造紙文化有興趣的學生來館實習 

 

 

 

  

https://zh-tw.facebook.com/paperhutn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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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單位08) 

館舍名稱 蕭如松藝術園區 

地 址 新竹縣竹東鎮三民街 60 號 

簡介 FB 蕭如松藝術園區 

工作內容 

■美術設計：協助文宣設計 

■宣傳推廣：協助活動推廣、網路行銷。 

 

實習期間 107年7月1日至107年8月31日 

出勤時間 上午 9 時至下午 18 時（週休二日） 

需求人數  2人 

提供福利 

(如無法提供請填無) 

1.膳食：無 

2.住宿：無 

3.交通車：無 

4.津貼：無 

5.其他：參與地方文化館輔導團辦理之青年工作坊 

特殊要求 

或 

備註事項 

 

 

 

https://zh-tw.facebook.com/hsiaojus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