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10 年暑假實習生需求
實習
組室

實習內容

實驗組 協助科學演示及科學劇製作及演出
(1)

實習申請資格

需求人數

1. 優良溝通能力，可獨立完成工作亦可

2

與團隊其他人員配合。
2. 樂於成長與主動學習，有良好的操守
品行。
3. 具訪談經驗或教學經驗者尤佳。
4. 時間可彈性配合。

實驗組 協助暑假營隊執行
(2)

1. 具教學經驗者、課輔經驗、拍照及影

2

片剪輯能力者尤佳。
2. 具滿意度調查統計分析經驗。
3. 優良溝通能力，可獨立完成工作亦可
與團隊其他人員配合。
4. 課程時間為周一至周日不等，時間可
彈性配合者優先錄取。

實驗組 協助環境教育活動規劃、課程方案撰 1. 具科學/科技/教育/環境等相關科系
(3)

寫及觀眾回饋調查

1

之大專生或碩士生。
2. 對環境教育議題有興趣者。
3. 具有活動規劃、執行與評鑑等相關經
歷者尤佳。
4. 時間可彈性配合。

推廣組 1. 《科學研習月刊》
(1)

(1) 協助《科學研習月刊》編輯相

1. 不限科系，大學或研究所在校生或應
屆畢業生皆可。

關事務，包括科學議題與教案 2. 具基本 office 文書作業能力。
之圖文整理。
(2) 使用 CSS 語法排版文章，以
及上稿之後臺管理。
2. 科普傳播活動
(1) 寒暑假科學營隊課務協助，包
含午休照顧、課後留營與教材
整理。
(2) 協助科普傳播活動事宜，包括
活動協助與教材整理。
3.其他交辦事項。

3. 具社團活動經驗或企劃活動並之能力
尤佳。
4. 可配合假日實習者尤佳。

1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10 年暑假實習生需求(續)
實習

實習內容

組室

推廣組 1. 鏈結本館常設展區展品，進行物
(2)

聯網機檯題庫之發想與設計。
2. 運用常設展區自主性學習地圖規
劃遊戲類活動(例如解謎遊戲)。

實習申請資格

需求人數

1. 不限科系，大學或研究所在校生皆

1

可，師培生佳。
2. 具基本 office 文書作業能力。
3. 具社團活動經驗或企劃活動之能力尤
佳。

推廣組 1. 科學影片製作
(3)

(1) 協助蒐集相關資料
(2) 協助拍攝打光與攝錄
(3) 協助製作影片字幕
(4) 協助影片後製剪輯
2. 活動文宣設計

1. 不限科系，大學或研究所在校生或應

1

屆畢業生皆可。
2. 具影片剪輯與後製能力尤佳。(使用
Premiere 佳)
3. 具 Adobe 軟體(PS、AI)操作能力尤
佳。

(1) 協助設計製作平面文宣、海
報、酷卡等。
(2) 協助處理圖稿、文案排版設
計。
展覽組 1. 協助展品介紹資料彙整
(1)

2. 協助科普資源中心書籍編目、館
藏盤點、整架，主題書展佈置
3. 協助科普閱讀展場相關活動

展覽組 1. 協助觀眾滿意度調查研究
(2)

2. 協助展場教育活動執行

1. 科學、教育、博物館及圖資領域相關
學科之大學在學學生
2. 對展場教育活動有熱忱之大學或研究
所在學學生
1. 科學、教育、博物館領域相關學科之
大學或研究所在學學生

3. 協助展場亮點展品解說及科學演 2. 對展場教育活動有熱忱之大學或研究
示活動

1

所在學學生

1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10 年第一學期實習生需求
實習

實習內容

組室

實驗組 協助科學演示及科學劇製作及演出
(1)

實習申請資格

需求人數

1. 優良溝通能力，可獨立完成工作亦可

2

與團隊其他人員配合。
2. 樂於成長與主動學習，有良好的操守
品行。
3. 具訪談經驗或教學經驗者尤佳。
4. 時間可彈性配合。

實驗組 協助環境教育活動規劃、課程方案撰 1. 具科學/科技/教育/環境等相關科系
(2)

寫及觀眾回饋調查

1

之大專生或碩士生。
2. 對環境教育議題有興趣者。
3. 具有活動規劃、執行與評鑑等相關經
歷者尤佳。
4. 時間可彈性配合。

推廣組
(1)

1. 《科學研習月刊》
(1) 協助《科學研習月刊》編輯相

1. 不限科系，大學或研究所在校生或應

1

屆畢業生皆可。

關事務，包括科學議題與教案 2. 具基本 office 文書作業能力。
之圖文整理。
3. 具社團活動經驗或企劃活動之能力尤
(2) 使用 CSS 語法排版文章，以
佳。
及上稿之後臺管理。
4. 可配合假日實習者尤佳。
2. 科普傳播活動
(1) 四季科學營隊課務協助，包含
午休照顧、課後留營與教材整
理。
(2) 協助科普傳播活動事宜，包括
活動協助與教材整理。
3. 其他交辦事項。
推廣組 1. 科學影片製作
(2)

(1) 協助蒐集相關資料
(2) 協助拍攝打光與攝錄
(3) 協助製作影片字幕
(4) 協助影片後製剪輯
2. 活動文宣設計
(1) 協助設計製作平面文宣、海
報、酷卡等。
(2) 協助處理圖稿、文案排版設
計。

1. 不限科系，大學或研究所在校生或應
屆畢業生皆可。
2. 具影片剪輯與後製能力尤佳。(使用
Premiere 佳)
3. 具 Adobe 軟體(PS、AI)操作能力尤
佳。

1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10 年第一學期實習生需求(續)
實習

實習內容

組室

展覽組 1. 協助觀眾滿意度調查研究
2. 協助展場教育活動執行

實習申請資格

需求人數

1. 科學、教育、博物館領域相關學科之

1

大學或研究所在學學生

3. 協助展場亮點展品解說及科學演 2. 對展場教育活動有熱忱之大學或研究
示活動

所在學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