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2 學期『文化創意產業學程實習』校外實習分發公告 
更新日期：108.03.29 

序號 系級 姓名 核定實習單位分配 實習單位聯絡資訊 

1 華文二 彭暐琪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7 月 江一鯉 

ink.book@msa.hinet.net 2 華文三 侯伶潔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8 月 

3 華文三 余佩萱 明利旅行社 
林匯品 03-8461899  

myeye22@hotmail.com 

4 歷史二 柯竣友 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7 月 人資組蕭敬瑜  

02-25051180 分機 634 5 藝創三 房荷庭 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7 月 

6 華文三 林莛蓁 
2019 台北電影節、新北市藝文中心展覽廳、奧創企業管

理顧問有限公司 
自找實習單位 

7 語傳三 周家伃 公共電視節目部戲劇組 自找實習單位 

8 華文三 陳柏蓁 富利寰旅資訊有限科技公司 自找實習單位 

9 華文三 徐慧軒 富利寰旅資訊有限科技公司 自找實習單位 

10 華文二 吳昱璇 城邦文化 自找實習單位 

11 華文三 蔡耀緯 大頭佛娛樂有限公司 自找實習單位 

12 華文三 廖如玉 教育廣播電台(花蓮分台) 自找實習單位 

13 華文五 彭德展 公共電視 自找實習單位 

14 華文二 蔡采蓉 ikala、蘋果日報副刊、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自找實習單位 

15 華文三 拉夫喇斯.璟榕 一串小米族與獨立出版工作室 自找實習單位 

16 藝創三 盧芷嬑 日日發工作室(花蓮日日) 蘇素敏小姐 03-8311770 

17 藝創三 阮淨鈺 慶修院委託經營管理廠商(騎腳酸休閒文化事業社) 蔡淑玲小姐 03-8535479 

18 華文二 姜慧君 光隆博物館-7 月 
曾俞翔 副總 

yuhsian.tseng@msa.hinet.net 
19 華文二 李怡靜 光隆博物館-7 月 

20 觀遊二 黃楷翔 光隆博物館-8 月 

21 歷史三 簡嘉玟 花蓮縣文化局文資科 

請完成<實習生應配合事項>，如

有疑問請洽臺灣系實習業務承辦

人。 

22 華文三 廖師緯 花蓮縣文化局圖資科-8 月 

23 臺灣三 黃雅萱 花蓮縣文化局圖資科-8 月 

24 華文三 陳相如 花蓮縣文化局圖資科 

25 華文三 潘文真 花蓮縣文化局圖資科 

26 臺灣二 李虹璇 花蓮縣鳳林鎮北林三村社區發展協會 
李美玲小姐 03-8760530、 

0928077525 

27 華文三 歐陽欣宜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二二八紀念館 

請完成<實習生應配合事項>，如

有疑問請洽歷史系實習業務承辦

人。 

28 華文三 拉夫喇斯.璟榕 舊打狗驛鐵道故事館 

29 歷史三 林姵瑩 宜蘭縣史館-7 月 

30 華文三 程德翔 財團法人東台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 

31 公行三 羅仙宇 國史館-7 月 

32 歷史三 陳峟騰 國史館-7 月 

33 歷史二 朱廷軒 國史館-7 月 

34 歷史二 蔡宏澤 國史館-8 月 

35 歷史系 湯源葦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7 月 

36 歷史三 吳孟嬨 國立臺灣圖書館-7 月 

37 華文三 楊濰綺 國立臺灣圖書館 

38 華文一 佘威澐 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園區-7 月 



序號 系級 姓名 核定實習單位分配 實習單位聯絡資訊 

39 臺灣三 陳暉中 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園區-7 月 

40 華文二 吳昱璇 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園區-8 月 

41 華文三 方文琳 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園區-8 月 

42 華文三 黃詩博 國家人權博物館--綠島園區-7 月 

43 華文三 王治澤 國家人權博物館--綠島園區-7 月 

44 自資三 常庭豪 國家人權博物館--綠島園區-7 月 

45 華文二 蔡之晴 國家人權博物館--綠島園區-7 月 

46 歷史三 許桂寧 國家人權博物館--綠島園區-8 月 

47 華文三 汪愷琪 國家人權博物館--綠島園區-8 月 

48 歷史二 楊從敏 國家人權博物館--綠島園區-8 月 

49 歷史二 郭嘉淇 國家人權博物館--綠島園區-8 月 

 

※如同學於聯繫實習單位、及實習進行過程中，有任何問題，請儘快與負責系所反應。 

※尚有若干單位實習生未滿額，歡迎有意者逕行洽詢該系所。 

實習業務系所聯絡資訊 對應之實習單位 實習生名額 實習生應配合事項 

華文系李助理／ 

03-890-5263／ 
ljlcarly@gms.ndhu.edu.tw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 額滿 

請於規定期限內與實習

單位聯繫，並填畢<實習

申請書>、<文創學程實

習與校外實習機構實習

計畫合約書>後，繳回該

系所承辦人備查，方才完

成暑期文創實習前置作

業。 

 明利旅行社 額滿 

 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 額滿 

藝創系謝助理／ 

03-890-5889／ 
ocean@gms.ndhu.edu.tw 

 原風藝站文創工作坊 2 

 日日發工作室(花蓮日日) 額滿 

 慶修院委託經營管理廠商(騎腳酸休閒文化事業社) 1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3 

 兒路創作藝術工寮 3 

臺灣系唐助理／ 

03-890-5213／ 
abby0528@gms.ndhu.edu.tw 

 光隆博物館 5 

 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有限公司 4 

 花蓮縣文化局圖資科 1 

 花蓮縣文化局文資科 5 

 花蓮縣鳳林鎮北林三村社區發展協會 1 

歷史系蔡助理／ 

03-890-5322／ 
yuchen@gms.ndhu.edu.tw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4 請於規定期限內與實習

單位聯繫，並自下列連結

中下載相關文件以俾進

行實習簽約等事宜。 
http://www.dhist.ndhu.edu.t

w/zh_tw/news/announceme

nt/-

%E6%96%87%E5%89%B5%

E5%AD%B8%E7%A8%8B-

%E3%80%8E%E6%96%87%

E5%8C%96%E5%89%B5%E6

%84%8F%E7%94%A2%E6%

A5%AD%E5%AD%B8%E7%

A8%8B%E5%AF%A6%E7%B

F%92%E3%80%8F%E7%94

%B3%E8%AB%8B%E6%9B%

B8-7551882 

 舊打狗驛鐵道故事館 1 

 宜蘭縣史館 1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3 

 財團法人東台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 額滿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二二八紀念館 1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2 

 國家人權博物館--綠島園區 額滿 

 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園區 額滿 

 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 2 

 國史館 額滿 

 國立臺灣圖書館 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