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 館舍名稱 實習地點/地址 錄取名額 實習職稱 檔案編號/姓名 學校 系所 實習聯絡人/電話-分機

國鼎(科內支援兒童藝術節)
220新北市板橋區漢生

東路166號
1 行政實習助理 38/陳○欣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廖小姐/2950-9750 #112

21/丁○妮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33/林○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新板藝廊
220新北市板橋區漢生

東路166號
1 展務推廣助理 10/潘○萱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黃小姐/2950-9750 #116

樹林藝文中心
238新北市樹林區樹新

路40之8號
1 劇場實習助理 23/邱○薇 醒吾科技大學 流行音樂學士學位學程 陳小姐/2682-0035 #18

61/趙○晴 輔仁大學 社會學系

87/李○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23/成○涵 國立臺灣大學 外文系

49/許○ 國立金門大學 運動與休閒學系

93/林○修 慈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4/黃○瑜 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39/謝○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76/李○瑭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系

88/張○喬 東華大學 華文文學系

101/王○縈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1/黃○則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

24/林○妤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83/周○妍 輔仁大學 中國文學系

27/陳○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56/楊○聖 輔仁大學 博物館學碩士班

78/林○妤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82/曾○瑜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學院學士班

114/余○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108/蘇○嬅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史學系

122/蔡○芝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語言與傳播科系

14/曾○涵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50/黃○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史學系

 

125/許○瑄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128/劉○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

秘書室 1 80/李○璇 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17/蘇○倫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班

94/詹○睦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32/徐○溦 逢甲大學 外文系

95/張○芸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54/洪○翎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67/陳○彤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三重分館
241新北市三重區自強

路一段158號
1 11/莊○宜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應用外語系

三峽分館
237新北市三峽區永安

街9巷5號2樓
1 91/薛○霖 慈濟大學 東方語文學系

三峽北大分館
237新北市三峽區學成

路396號3-4樓
1 41/夏○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活動與領導學系

土城親子分館
236新北市土城區中州

路28巷30號4樓
1 64/蔡○晴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

展務推廣助理

藝術展演科

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220新北市板橋區莊敬

路62號
2 劇場實習助理

新北市藝文中心展覽廳
220新北市板橋區莊敬

路62號
3

111年度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暑期實習生錄取名單

美麗永安藝文中心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和

路390號2樓
2 展務推廣助理 張小姐/2950-9750 #117

坪林茶業博物館藝文推廣科 林先生/2665-6035 #210營運推廣人員5
23241新北市坪林區水

德里水聳淒坑19-1號

高小姐/2969-0366 #57展務企劃/專案企劃3
220新北市板橋區中正

路435號
板橋435藝文特區文化設施科

活動企劃3
220新北市板橋區西門

街9號
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文化資產科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郭先生/2965-3061 #11

文化發展科 府中15
220新北市板橋區府中

路15號
2 教育推廣活動企劃 高小姐/2968-3600 #277

韓小姐/26191313 #303

行銷及活動執行助理2營運推廣組

典藏及展示規劃助理2

249新北市八里區博物

館路200號

教育研究組

展覽實習生

224新北市瑞芳區金光

路8號金瓜石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實習館員

2營運推廣組

2

239新北市鶯歌區文化

路200號

教育推廣組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典藏展示組 2

新北市立圖書館

實習館員

2

林小姐/8677-2727 #706

廖小姐/2496-2800 #2873

謝小姐/2253-4417 #101

周小姐/2953-7868 #8203

220新北市板橋區貴興

路139號
總館推廣課 實習活動策展人

活動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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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暑期實習生錄取名單

土城分館
236新北市土城區中正

路18號7樓
1 79/孫○品 國立東華大學 歷史學系

土城柑林埤圖書閱覽室
236新北市土城區學享

街55號3樓
1 55/范○涵 國立東華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中和員山分館
235新北市中和區民享

街37號2樓
1 16/張○馨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中和分館
235新北市中和區南山

路236號6、7樓
1 42/蔡○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永和保生分館
234新北市永和區新生

路218號5樓
1 113/江○芬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3/梁○婷 義守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66/呂○婕 國立嘉義大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24/江○吟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126/郭○玲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五股守讓堂
248新北市五股區新五

路二段169號
1 121/劉○秀 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

汐止分館
221新北市汐止區新台

五路一段268號5樓
1 90/潘○琳 國立東華大學

臺灣文化學系、公共行政學系

(雙主修)

板橋分館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

路一段23號
1 2/黃○琪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47/鄭○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60/吳○佑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板橋浮洲圖書閱覽室
220新北市板橋區大觀

路2段163號2樓
1 36/魏○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112/周○璇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創意商品設計科

75/陳○倪 元智大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八里分館
249新北市八里區舊城

路19號5樓
1 98/汪○潔 華梵大學

生活智慧科技系大數據與管理

組

碩士班

20/余○筠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117/王○勻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57/游○勝 輔仁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104/李○兆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新莊中港分館
242新北市新莊區中港

路350號
1 71/陳○昇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新莊裕民分館
242新北市新莊區裕民

街136號
1 35/楊○蓁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樹林分館
238新北市樹林區樹新

路40-7號
1 44/林○妤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蘆洲永安圖書閱覽室
247新北市蘆洲區永安

南路二段134號2樓
1 12/蔡○妗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蘆洲集賢分館
247新北市蘆洲區集賢

路245號4樓
1 13/李○洋 中華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40/吳○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86/潘○宇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新北市立圖書館

實習館員

234新北市永和區民權

路60號7樓
2永和民權分館

林口分館
244新北市林口區忠孝

二路55號4樓
2

永和分館
234新北市永和區國光

路2號

2

(增額)

新店青少年圖書館
231新北市新店區安康

路2段151號

2

(增額)

板橋江子翠分館

2

鶯歌分館
239新北市鶯歌區中山

路150號
2

新店分館
231新北市新店區北新

路三段105巷2號3樓

周小姐/2953-7868 #8203

220新北市板橋區莊敬

路62號

2

(增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