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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2020 實習基地計畫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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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說明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以下簡稱北藝中心)是臺北市政府 30年來首度推動興建的國際級藝術設

施，承載著表演藝術界及巿⺠多年期待，更肩負健全台灣表演藝術⽣態發展的使命。持續

培養專業人才是北藝中心的核心工作，我們期待成為學術及表演藝術產業的互助平台，邀

請學生以實習方式，參與場館營運團隊實務工作，幫助學生在步出校園前，實際了解表演

藝術產業的運作，擁有真實的想像，拉近產學之間的距離。

北藝中心立足台灣，放眼世界。開館後，將運用多方資源及管道持續培養專業人才。實習

基地計畫除了邀請台灣藝術相關科系學生外，未來也將以亞洲國家為主，邀請海外藝術相

關科系學生參與，讓台灣與海外實習生多元交流，彼此激盪學習，拓展視野，建立人脈，

相信對學生未來生涯發展，定有實質助益。

二、實習期間

（⼀）實習時間須配合實習單位之工作特性做彈性調整，分別以 4-6 月，7-9 月，10 -12

月、4-9 月、7-12 月、4-12 月等六個時程為基礎。每週至少 3天以上。

（二）實習教育訓練課：訂於 3月 28日(六)10:00-18:00，請務必預留時間參加。

三、實習地點

（⼀）臺北試演場：臺北市⼤同區延平北路四段 200 號 3樓。

（二）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相關活動場域。

四、實習名額

北藝中心將視各部門當年度工作計畫與實習計畫而定，原則上每部門以 1-3 名為主

五、申請資格

（⼀）依各部門需求對象為主。將以大專院校（包括研究生）對表演藝術有興趣之在學學

生為優先。

（二）須配合北藝中心實習時間，並全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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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習福利

1. 可參與北藝中心主辦的相關活動，例如：臺北藝術節、臺北兒童藝術節、臺北藝穗節、

亞當計畫…近距離和各國藝術家⼀起工作。

2. 實習期間無任何津貼之給付，將提供團體保險，以保障實習生在實習期間工作之

安全。

3. 實習期間表現優秀之實習生，將視本中心職缺狀況，優先推薦給各部門，提供人

才招募之參考。

4. 實習結束達規定之時數，將核發實習時數證明。

七、實習條件及內容

【節目行銷處-節目組】

1. 徵選對象：

(1) 大學三、四年級在校生或研究所在校生為佳；不限科系，但以藝術行政或表演藝

術相關科系為優先，對節目製作，國內外表演藝術趨勢，跨域合作有興趣者。

(2) 個性積極、活潑、具良好溝通能力與高度服務熱忱。

(3) 英文聽說讀寫佳。

2. 實習內容 :

(1) 協助節目製作和活動專案前期規畫。

(2) 協助節目製作和活動專案執行。

(3) 協助國內外表演藝術趨勢研究和資訊收集。

【節目行銷處-行銷組】

1. 徵選對象：

召募對品牌行銷、公關媒體、大型活動規畫 、 或社群經營有興趣者皆可報名

(1) 大學三、四年級在校生或研究所在校生；不限科系。

(2) 對閲讀，具文字表達和組織經驗，且對文字採訪、撰寫、編輯工作有興趣者。 

(3) 對舉辦大型活動、現場執行、洽談異業合作有興趣者

(4) 對網路社群經營有興趣者。

(5) 個性積極，樂於與人溝通，重視團隊合作，與高度學習熱忱。

(6) 具基本辦公電腦軟體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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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具第二外語閲讀及溝通能力者尤佳。 

(8) 熟悉素材製圖、 影像剪輯、活動拍照攝影者尤佳。

2. 實習學習內容：

(1) 文字撰述：北藝中心對外使用文稿之規劃、訪談及初撰。

(2) 社群經營：北藝中心社群平台之圖文內容規劃/製作 ，資料收集及編輯。

(3) 行銷活動：北藝中心行銷異業合作、媒體及推廣活動規畫和現場執行。

(4) 資料整理：國內外藝文資訊的收集，分類及建檔。

(5) 其他交辦事項。

【公關研發處】

1. 徵選對象：

(1) 大學三、四年級在校生或研究所在校生；不限科系，但以藝術行政或表演藝術相

關科系為優先，對國內外場館展演趨勢，文化政策研究，青年藝術家培育，募款贊

助洽談者有興趣者。

(2) 個性積極、活潑、具良好溝通能力與高度服務熱忱。

(3) 英文聽說讀寫佳。

2. 實習內容 :

(1) 臺北藝穗節及北藝中心活動規劃執行協助。

(2) 依北藝中心專案需求進行專題研究

(3) 參與研發組日常相關業務。

【服務推廣處】

1. 徵選對象：

(1) 大學三、四年級在校生或研究所在校生為佳；不限科系，喜歡與人接觸者為優

先。

(2) 個性積極、活潑、具良好溝通能力與高度服務熱忱。

(3) 具第二外語溝通能力者尤佳。

2. 實習內容 :

(1) 北藝中心各項活動前台服務協助與執行。

(2) 志工招募規畫與執行、訓練課程安排與執行、學習管理方法與執行。

(3) 北藝中心各劇院觀眾動線規劃研究。

(4) 社區推廣與展覽活動規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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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檔期管理規劃與執行。

【製作技術處】

1. 徵選對象：

(1) 大學三、四年級在校生或研究所在校生；不限科系，但以劇場技術

或表演藝術相關科系為優先。

(2) 對劇場技術工作有高度興趣者。

2. 實習內容：

(1) 學習劇場技術概論：燈光、音響、舞台、舞監等。

(2) 學習劇場基礎技術人員知識。

(3) 劇場參訪： 至劇場內參訪學習,或參與適當之演出實際技術工作。

(4) 專題討論：劇場技術書籍或文章探討並繳交心得討論。

【營運管理處】

1. 徵選對象：

(1) 大學三、四年級在校生或研究所在校生；不限科系，但以劇場技術

或表演藝術相關科系為優先。

(2) 對藝術行政工作有高度興趣者。

2. 實習內容：

(1) 認識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及臺北試演場：建物、空間之了解、資料收集及彙整。

(2) 營運管理之行政初探。

(3) 公文書寫及人事、財會、總務、倉管、場館維護之流程及實作。

(4) 活動支援

備註：實際實習內容將配合實習時間，並由實習生與實習指導討論後再行決定。

八、申請期間

自公告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15 日（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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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請資料

1.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實習申請表：請填寫完整。(附件⼀)

2. 實習計畫：含自我介紹、實習動機、目的及預期成果。

(參考附件二-格式可自行設計或調整)

3. 其他依就讀學校實習申請相關規定。

十、申請方式

⼀律以電子郵件收件：

於截止日前將申請資料，寄 Email 至：service@tpac- taipe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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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實習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別

相

片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學校/科系/年級

E-MAIL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緊急聯絡人

關係( )

姓名：

電話：

學經歷

外語能力

□英語：聽-□精通□中等□略懂、說-□精通□中等□略懂

讀-□精通□中等□略懂、寫-□精通□中等□略懂

□其他（說明）：

特殊專⻑

社團經驗

其他實習經驗

申請實習單位

之順序

請依本中心公告當年度實習需求表，依優先順序填寫希望實習單位：

1. 2.

實習期間

1. □ 109 年 4-6 月 □ 109 年 7-9 月 □ 109 年 10-12 月

(實習時數須滿 312 小時)

2. □ 109 年 4-9 月 □ 109 年 7-12 月(實習時數須滿 624 小時)

3. □ 109 年 4-12 月(實習時數須滿 936 小時)
本人同意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了解前述個人資料僅使用於本次活動（本次抽獎／本次報名）相關用途上，並知道承辦單位將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確保個人資料於該單位業務使用，不隨意外洩。並知道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保留個人資料的刪除權，如個人資

料使用目的消失，將可要求承辦單位刪除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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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實習計畫

(格式可自行設計或調整)

自我介紹

實習動機與目的(我對實習的想像……)

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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