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2018年大專生暑期媒體見習

《簡述》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中心提供優質與完善的見習環境，帶領學生結合在校所學，從態度面、理念面、實務

面，全面體驗學習，了解媒體實際運作及組織文化，鼓勵年輕的學子從小人物看世界，實踐人文及規

劃未來職涯發展與目標。

《暑期見習相關資訊》 

一、暑期見習對象：開放各大專校院，大二以上大專生，依各部門申請資格，由校方或系所統一提出

申請。

二、見習申請日期：2018年 3月 13 日(二)至 2018 年 4月 10日(二)

三、學生見習期間：暑假期間共8週(暫定2018.07.2~2018.08.24) 

四、暑期見習地點:

除地方中心  -  新店  中心、花蓮中心、台中中心及大林中心      ，在外點中心見習外，

其餘皆在關渡人文志業中心見習。 

關渡人文志業中心: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2號

新店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42-6號 8F

花蓮中心：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3號

台中中心：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 B1

大林中心：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2號 

五、見習申請方式：

申請者經學校審核推荐，由系上統一填寫線上申請，相關附件如見習計劃、歷年成績單、作品集、老師

推薦函、自傳，請上傳雲端，並填寫於線上申請之相關附件網址一欄，恕不受理個人申請。 

《申請流程及時程表》 

3月 13日　 公布暑期見習公告

3月13日－4月10日　受理收件 (由校方或系所填寫線上申請)

5月 9日    公布暑期見習錄取名單，統一以電子郵件通知系所聯絡人。

7月2日    開始見習

8月24日   見習結束 

線上申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YmDs09sOWXOdBKXjLBiBJzVGIl7vCM6rwp9PlN5UcbQlr

vg/viewform 

承辦人員：人資室吳小姐

電子郵件：005930@daaitv.com

聯絡電話：02-28989000分機 1013

mailto:005930@daaitv.co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YmDs09sOWXOdBKXjLBiBJzVGIl7vCM6rwp9PlN5UcbQlrv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YmDs09sOWXOdBKXjLBiBJzVGIl7vCM6rwp9PlN5UcbQlrvg/viewform


六、開放名額如下：

資訊部

【見習範圍】 1. 媒體業資訊系統維護

2. 使用者電腦設備支援與服務

3. 應用系統整合與開發

4. 資訊安全於媒體業實現作法

【開放名額】 2 名

【申請資格】 1. 不限科系，對於媒體業之資訊部門工作有興趣者。

2. 曾學習應用系統程式開發經驗者佳 ，修習過<系統分析與設計>更佳。

3. 對資訊服務與資訊安全管理興趣者。

4. 對於 MS-Office操作熟悉者，本部門對於報告要求比其他部門多一些。

【認識更多】 資訊部成立於2016年 10月，整合了原有的電視工程和OA辦公室自動化的兩個IT團隊，目前負責整

個傳播人文志業的資訊服務，從差勤管理、財務進銷存、資產物管、到廣播電視錄影、後製、播映等各項

軟硬體系統，甚至最新火紅的網路直播都是我們的守備範圍。

暑期見習在本部門不是學習某一項專業技能，而是要能從旁觀察，一個像心血管一樣的部門如何提供

組織運作的各種養份及支持。期望在見習之後，同學可以對於這樣一個支援部門的工作型態有更多的

了解，在未來的職涯規劃多一個不同面向的思考。

慈濟期刊部 《慈濟》月刊編輯組

【見習範圍】 1. 企畫採訪

2. 編輯文稿

3. 挑圖搭配

4. 印前行政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對於平面媒體工作有興趣學習，平日喜愛閱讀。

【認識更多】 http://web.tzuchiculture.org.tw/

慈濟期刊部 採訪組

【見習範圍】 1. 採訪寫作

2. 編輯校稿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喜愛雜誌出版品；對小人物故事有興趣；認同慈濟人文價值

【自備器材】 自備筆電

【認識更多】 http://web.tzuchiculture.org.tw/

http://web.tzuchiculture.org.tw/
http://web.tzuchiculture.org.tw/


新聞部

【見習範圍】 1. 編輯台執行製作

2. 實習文字記者

3. 導播組新聞 live 錄影

4. 國際組實習外電翻譯。

【開放名額】 4位

【申請資格】 傳播科系，具基本剪輯技術(Mac 或 Eduis)尤佳。

【認識更多】 https://www.facebook.com/daaiworldnews/

 媒資中心 史料典藏組

【見習範圍】 1.認識與觀賞大愛台播映的節目與新聞

2.學習節目與新聞(影音資料)成為存檔資產的呈現與著錄方式

3.學習影音資產的版權審核

4.學習影音知識加值能力--  metadata 補充&專案議題&主題分析

【開放名額】 2 名

【申請資格】 喜歡看影像節目、文字表達能力佳、樂於分享見聞

【認識更多】 媒資中心為維護慈濟大愛影音資產儲存設備建置與影音圖文相關史料典藏管理與運用 ，並協

助海外各分支會影音管理系統規劃與實施 ，以促進館藏資源達到最大的共享及交流。

地方中心 新店中心

【見習範圍】 醫療新聞、節目製作

【開放名額】 1 名

【見習地點】 新店中心(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42-6號 8F)

【申請資格】 傳播、多媒體、公衛、醫事、中文等相關科系

【自備器材】 若有文書作業筆記型電腦可自備

【認識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YfJOvcvKb2RR3VTjXlQFayzO9ru3OtpN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YfJOvcvKb2RR3VTjXlQFayzO9ru3OtpN
https://www.facebook.com/daaiworldnews/


地方中心 台中中心

【見習範圍】 醫療、節目製作

【見習地點】
台中中心(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 B1)

【開放名額】
1名

【自備器材】 筆記型電腦

【申請資格】 傳播、多媒體、公衛、醫事、中文等相關科系

【認識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YfJOvcvKb2RR3VTjXlQFayzO9ru3OtpN

 地方中心 大林中心

【見習範圍】 1.參與工作：「志為人醫守護愛」、「健康報你知」之節目製作

2.教導事項：節目企劃、文稿撰寫、基本攝影剪輯概念

【見習地點】 大林中心(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2號)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1.影視相關科系

2.對電視節目製作有興趣

3.自我管理良好

4.做事態度認真

【自備器材】 自備電腦

【認識更多】 http://www.daai.tv/program/P0310

地方中心 花蓮中心

【見習範圍】 1. 新聞

2. 節目

3. 攝影剪輯助理執行製作

【見習地點】 花蓮中心(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3號)

【開放名額】 3位

【申請資格】 大專相關科系非必要，有熱忱必要

【自備器材】 自備筆電

【認識更多】 https://m.youtube.com/channel/UCKSxXEB8S_bjZnX-Nvkifyg

https://m.youtube.com/channel/UCKSxXEB8S_bjZnX-Nvkifyg
http://www.daai.tv/program/P0310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YfJOvcvKb2RR3VTjXlQFayzO9ru3OtpN


節目一部 教育組 年輕人SHOW吧節目

【見習範圍】 1. 網路原生節目直播及製作

2. 社群經營

3. 短影片剪輯製作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喜歡社群經營及社群互動，製圖-PS、AI 、剪輯-EDIUS等

【自備器材】 自備筆電

【認識更多】 https://www.facebook.com/youthshowbar/?ref=bookmarks

節目一部 紀錄資訊組 行動現場

【見習範圍】 1. 外景拍攝採訪

2. 短片剪輯

3. FB社團和網站管理

【開放名額】 １名

【申請資格】 會 Edius 基本剪輯、積極主動、對人物紀錄有興趣且敏感度高者

【自備器材】 自備筆電

【認識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EXW-1En3k

節目一部  紀錄資訊組 大愛全紀錄

【見習範圍】 1. 網路短片剪輯

2. 協助節目流程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對媒體有熱忱，具備基本剪輯能力。

【認識更多】 節目一部大愛全紀錄是個紀實類節目 

曾入圍金鐘獎並連年獲卓越新聞獎肯定之優質人文紀實類節目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YfJOvcvKb2QbhqdsmlG5OD5nozw1zwlw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YfJOvcvKb2QbhqdsmlG5OD5nozw1zwl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EXW-1En3k
https://www.facebook.com/youthshowbar/?ref=bookmarks


節目二部 人物組 在台灣站起

【見習範圍】 1. 製作助理 (蒐集文字、啟旋影音資料，連絡編導、企劃、受訪者。外景人員、器材 booking，

與企劃、導演確認 rundown）。

2. 外景助理 (協助現場拍攝、記憶卡轉存檔)

3. 後製助理 (協助導演剪接需求、熟悉後製、送檔、字幕、音效、入庫等流程)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1. 個性開朗。樂意與外國朋友接觸，並且具備開放的心胸，接受不同的異國文化。

2. 凡事具有同理心。工作上難免有失誤，有問題就解決問題，待事以嚴，待人以寬。願意接受

調度，與工作夥伴隨時互相補位。

3. 傳播科系學生，對電視節目企劃、影音剪輯有學理概念。

【自備器材】 自備筆電

【認識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_XfukXO9iY

節目二部 生活組 圓夢心舞台

【見習範圍】 1. 執行製作工作見習

2. 錄影前置討論 協助通告細節 錄影執行 轉檔後製 等協助工作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同學的同理心很重要，不可對身心障礙人士有先入為主的概念，願意為對方思考。

這是做這個節目必須要有的條件。

【自備器材】 自備筆電

【認識更多】
以領有殘障手冊的十六類身心障礙人士為節目主要訴求對象，展現身殘心不殘、正面向陽的生命態度。
更要呈現他們努力的過程，互相幫助彼此成長，一天比一天更加自信。雖然自己面對許多障礙，但他
們也願意手心向下，為社會奉獻心力，用自己的故事幫助更多人。

每集節目，由劉銘邀請兩位身心障礙人士，透過他們在節目中表演自己的特殊才藝，並分享自己的故

事，看他們如何在自己的人生舞台各自打拚，克服障礙的圓夢過程。

節目二部 人物組 農夫與他的田

【見習範圍】 1. 外景前置作業。

2. 節目後設、入庫作業。

3. 節目企劃及網路經營入門。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1. 熟微軟文書作業軟體。

2. 熟操作非線性剪輯軟體(Edius 或 FC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_XfukXO9iY


【自備器材】 自備筆電

【認識更多】 https://www.facebook.com/daaitv2famer/

戲劇一部 企劃宣傳組

【見習範圍】 1. 美編圖片製作

2. 粉絲頁宣傳文稿

3. 宣傳活動支援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主動積極、對戲劇有濃厚興趣、具美編能力

【自備器材】 自備筆電

【認識更多】 https://www.facebook.com/DaAiDramaOffical/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WiS6QxFGFK-LKwwHzSsmHQ

戲劇二部 企劃宣傳組

【見習範圍】 1. 企劃宣傳活動

2. 網路宣傳企劃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善網路 FB操作、簡單 PS修圖、科系不限（具傳播媒體相關科系尤佳）

【自備器材】 請自備筆電

【認識更多】 https://www.facebook.com/DaAiDramaOffical/

https://www.facebook.com/DaAiDramaOffical/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WiS6QxFGFK-LKwwHzSsmHQ
https://www.facebook.com/DaAiDramaOffical/
https://www.facebook.com/daaitv2fam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