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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2019 年度暑期實習計劃 

 

報名表格 

 

填寫表格前，請仔細閱讀下列須知事項，把填妥的表格交回歷史系辦公室 (馮景禧樓 131

室)、傳真至 2603-5685，或電郵至 history@cuhk.edu.hk。本計劃由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截

止日期為 2019 年 3 月 8 日 (下午 5 時正)。 

 

須知事項 

 

1. 申請人須為香港中文大學主修或副修歷史之全日制本科生、碩士、博士研究生，以及比較及

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的全日制本地及非本地學生，並須於實習期開始時仍未滿 26 歲 *。 

 

2. 請於表格第一部份選擇三間實習機構，並以 1, 2, 3 標示優先次序，填上個人資料，並表明是

否願意將個人及相關實習資料予學系作推廣用途。而填寫本報名表格時，敬請留意字體。 

 

3. 除特別註明外，參與機構之實習生名額為兩名，通常在 6 月、7 月、8 月進行，實習期介乎

一至兩個月，但不多於 59 天 **。個別機構之有關要求，詳見表格第一部份。 

 

4. 本計劃是「非受薪」的學生實習計劃，並非暑期工。所有實習機構，包括博物館及政府部門

等，一概不提供任何資助。往台北或廣州實習之同學可申請津貼部份交通及住宿費用，詳情

容後公佈。於本地實習同學可向學系申請津貼部份交通費用，惟副修生不能申領本地或海外

之有關津貼。 

 

5. 申請人必須留意，實習機構及日期一經確定，不可無故更改或退出，以免對該機構造成不便。

同學如需於期間修讀暑期課程、參加大學其他單位所舉辦之交流或實習計劃，或從事其他工

作，包括暑期工、協辦迎新營活動等，務必仔細衡量，以確保不影響實習，避免出現需要臨

時退出的情況。 

 

6. 由於台灣當局之簽證程序相當繁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不接受中國國內學生的實習

申請。準備前往台灣的同學，請盡早辦理逗留簽證。 

 

7. 同學需完成不少於四星期之實習工作，並且繳交所有習作，包括實習日誌與實習報告，方可

在實習計劃結束時申請由學系發出之參與實習計劃證明書，以及申請上述各項津貼。 

 

8. 學系每年會選出最優秀實習報告，以資獎勵。 

 

 

* 根據《最低工資條例》第 608 章第 2 條“工作經驗學員” 

** 根據《最低工資條例》第 608 章第 3 條“獲豁免學生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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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實習機構 

 

實習機構 
工作 
地點 

實習期及備註 
選擇 

排序 

教育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灣仔 6 月（兩個月）＊須通過實習機構面試 
協助該處歷史組或中國歷史組相關工作 
實習詳情仍有待確定 

 

博物館及文物保護 

康文署轄下文博機構：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文化博物館 
古物古蹟辦事處 

尖沙嘴 
筲箕灣 
中環 
沙田 

尖沙嘴 

香港歷史博物館 (尖沙嘴)：6-7 月（一至兩個月） 
香港海防博物館 (筲箕灣)：6-7 月（兩個月） 
孫中山紀念館 (中環)：7-8 月（兩個月） 
香港文化博物館之實習詳情，仍有待確定 
古物古蹟辦事處：6-7 月（一至兩個月） 

 

東華三院文物館 旺角 6 月（兩個月）＊須通過實習機構面試 
協助整理歷史文獻與檔案等相關工作 
實習詳情仍有待確定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青年領袖發展中心） 

粉嶺、 
機構安排 

5 月中旬或下旬、6 月（兩個月）＊須通過實習機構面試 
包括參與前粉嶺裁判處活化計劃、青協相關等工作 

 

香港太古集團檔案館 鰂魚涌 6 月（兩個月）＊須通過實習機構面試 
協助整理檔案等相關工作（請以英文填寫報名表格） 
實習詳情仍有待確定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組織 
香港協會 (UNESCO HK) 

西營盤、 
機構安排 

6 月（兩個月）＊須通過實習機構面試 
協助該會舉辦與籌備活動等工作 

 

廣州博物館 
（鎮海樓） 

廣州 7 月（一個月）＊由教育局「學生內地交流計劃」資助 
在該館陳列研究部及/或教育推廣部實習，協助該館提供
講解服務、策劃展覽、資料蒐集、出版編輯等相關工作。 

 

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 
（陳家祠） 

廣州 7 月（一個月）＊由教育局「學生內地交流計劃」資助 
提供講解服務，並為有關廣東民間工藝行業的田野調查
提供協助。 

 

廣州藝術博物院 廣州 7 月（一個月）＊由教育局「學生內地交流計劃」資助 
在該院陳列研究部及/或教育推廣部實習，提供講解服
務，並協助該院舉辦「藝術坊」，在社區進行教育推廣活
動。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 廣州 7 月（一個月）＊由教育局「學生內地交流計劃」資助 
提供講解服務，並協助策劃展覽資料的蒐集工作。 

 

台灣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文物館 

台北 7 月（一個月）＊需通曉普通話，並要遵從館方所提供
指引，於赴台前蒐集有關香港的博物館資料，並於實習
及訓練期間舉行之發佈會上作口頭報告。 
實習詳情仍有待確定（請以電腦打字填寫第三部分） 

 

出版及傳媒機構 

中文大學出版社 中大 
校園 

6 月（兩個月）＊須通過實習機構面試 
協助書籍編輯或市場推廣等相關工作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筲箕灣 6 月、7 月、8 月（一個月） 
協助教科書編輯工作 
實習詳情仍有待確定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鰂魚涌 6 月（兩個月）＊須通過實習機構面試 
協助書籍編輯或市場推廣等相關工作 

 

香港 01 有限公司 荃灣 6 月（兩個月）＊須通過實習機構面試 
協助香港歷史檔案與政策研究等相關工作 
實習詳情仍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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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修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  年齡：_________   

學生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居住地區：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能夠於 6 月、7 月、8 月實習 (圈出能夠參與實習的月份)。 

  

第三部分：參加實習計劃的原因及期望 

請撰寫一篇約 500 字短文，說明參加實習計劃的原因及期望（可另紙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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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實習經驗 

同學若曾經參加本系或其他機構舉辦之實習計劃，請填寫以下資料。 

實習機構 實習計劃主辦單位 職責 日期 

    

 

第五部分：課外活動 

請填寫在中大校內曾參與之課外活動。 

組織 職位 職責 日期 

    

 

第六部分：聲明 

本人同意／不同意（請刪去不適用一項）學系把本人姓名及相關實習資料，如實習照片、報告及其

他文字檔案上載互聯網，或用於歷史系網頁、學系佈告板及宣傳刊物上，以供其他人士閱覽。

本人已閱讀及明白表格內所列之各項須知，並願意遵守有關實習計劃之所有規定。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取錄名單將視乎個別機構的最終決定，預計學系將於 5 月上旬或以前，個別通知申請者獲取錄

與否。實習前簡布會於 5 月中舉行，而 8 月下旬將舉行實習分享會，參加計劃的同學請預留時

間出席。同學所提供資料只用於本實習計劃，並限於本系及相關實習機構參閱，一切資料絕對

保密。此表格所列各項實習機構資料，乃更新至 2019 年 1 月 15 日為止，若任何資料出現任何

變更，學系將會透過網頁及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所有申請者，敬希垂注。 
查詢： 如對本實習計劃有任何疑問或查詢，請與歷史系辦公室職員聯絡，(電話：3943-7117；電郵：

history@cuhk.edu.hk )，亦可瀏覽本計劃網頁：www.history.cuhk.edu.hk/intern_program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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