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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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各大專校院傳播相關領域大二以上大專生，由校方或系所統一提出申請。 

二、見習申請日期：2016 年 3 月 21 日(一)至 2016 年 4 月 20 日(三) 

三、學生見習期間：暑假期間共 8週(暫定 2016.07.12~2016.09.02)  

四、暑期見習地點: 

除地方中心-新店中心及中南部新聞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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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新聞中心：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 113 號 

南部新聞中心：高雄市河堤南路 50 號 

五、見習申請方式： 

申請者請下載申請表，填妥資料並檢附見習履歷表、見習計劃、歷年成績單、作品集、老師推薦函、

二吋證照照片等相關文件，由校方或系所統一向人文志業中心人資室人才培訓組提出申請，並以電子

郵件方式將學生相關見習附件檔案傳送至承辦人員信箱:021620@daaitv.com，恕不受理個人申請。  

《申請流程及時程表》  

3 月 21 日 公布暑期見習公告 

3 月 21 日－4月 20 日 受理收件(由校方或系所申請) 

5 月 19 日 公布暑期見習錄取名單 

7 月 12 日 開始見習 

9 月 2 日  見習結束  

見習申請: 下載「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學生實(見)習申請表」 

※推廣節能減碳，請申請者『勿』提供紙本資料，僅接受電子檔。  

各校申請後，本組將彙整各資料經審核，錄取者預定於 5/19(四)統一以電子郵件通知。 

相關疑問歡迎洽詢承辦人員。  

承辦人員：人資室人才培訓組 王麗雪  

電子郵件：021620@daaitv.com 

聯絡電話：02-28989000 分機 1013 

 

 
 



 

 

六、開放名額如下： 

執行長辦公室-新媒體創意與發展中心 

【見習範圍】 社群經營:撰稿、資料蒐集、影片與動畫製作 

【開放名額】 4 名 

【申請資格】 
好學、善於團隊合作、樂於參與經驗技術交流 

了解各類社群之操作。 

【認識更多】 

大愛電視官方臉書 FB 

大愛行 daaimobile.com 

慈濟大愛微信 WeChat 

 

廣電總監辦公室-專案組 

【見習範圍】 

1.棚內錄影作業流程實習 

2.剪接後製教導與實作 

3.節目播出交片流程 

【開放名額】 １名 

【申請資格】 

1.懂台語 

2.對傳統戲曲有興趣者 

3.對電視作業持有高度熱誠者 

【認識更多】 可上 youtube 聯結"菩提禪心"節目,先觀看節目內容 

 

外文編譯部-西方語文組 

【見習範圍】 
1.學習電視節目字幕中翻英、英翻中，以及英文發音影片的製作。 

2.英文期刊翻譯及製作。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特質：細心、專心、耐心、靜得下來、能客觀思考 

資格：曾修習翻譯或寫作課程 

 

媒體營運部-企畫研發組&購片組 

【見習範圍】 
1.外購紀錄片地球證詞節目及大愛節目中英文版相關工作 

2.大愛臺對外合作案協助及社群推廣 

【開放名額】 １名 

【申請資格】 
1.細心、耐心、謙虛、積極 

2.多充實自己外語能力及各類新技能 



【自備器材】 自備筆電 

【認識更多】 
1.請多看大愛電視及大愛二臺地球證詞節目 

2.大愛官網、大愛行、大愛電視 App 

 

廣播部 

【見習範圍】 

1.基礎廣播元素概念認識 

2.正音與聲音表情訓練 

3.簡易數位廣播剪接操作 

4.參與採訪題綱擬訂、單元及廣告企劃 

5.現場節目、廣播劇錄製觀摩 

6.認識網路電台網頁編輯工作 

【開放名額】 2 名 

【申請資格】 

專業知識： 

1.喜歡廣播、常收聽不同類型廣播節目 

2.具採訪、企畫、擬訪綱概念 

3.具初步數位廣播剪輯概念 

須具備技能：  

1.基礎電腦文書作業  2.使用部落格、社群網站                              

其他工作條件說明： 

1.對廣播有熱情  

2.認同慈濟理念、配合度高、人際互動良好、遵守團體規範 

3.收聽廣播、了解廣播現況 

4.收聽大愛網路電台、了解慈濟廣播內容 

【自備器材】 筆電、硬碟 

【認識更多】 
1.網頁   大愛網路電台  daairadio.tw 

2.臉書    Daai Radio 大愛網路電台 

 

地方中心-新店中心 

【見習範圍】 
1.參與工作：志為人醫守護愛節目製作、行動醫療隊節目製作 

2.教導事項：節目企劃、文稿撰寫、基本攝影剪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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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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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際溝通佳 

6.先觀看志為人醫守護愛節目與目前各家電視頻道播放的健康醫療節目 



【自備器材】 若有文書作業筆記型電腦可自備 

【認識更多】 
請參考志為人醫守護愛節目 

http://www.daai.tv/daai-web/program/content.php?id=1233&u=10-162&c=502 

 

新聞部 

【見習範圍】 

1.與記者外出採訪、製作新聞報導 

2.學習新聞編播流程執行與構思 

3.慈濟真善美志工帶之製作與回饋 

4.副控室導播實務見習 

5.英語新聞編譯作業 

【開放名額】 

關渡_4 名 

中部新聞中心_1 名(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 113 號) 

南部新聞中心_1 名(高雄市河堤南路 50 號) 

【申請資格】 

求新求變用心、克難挑戰決心 

喜歡溝通、觀察敏銳、善用視覺表達 

能用理性分析、感性訴求、重視團隊精神 

希望除傳播專業科目之外，在校期間也能多主動參與校園新聞製作或學校活動轉播。 

【認識更多】 
收看大愛台、瀏覽大愛網站及大愛新聞 FB 

參觀大愛台、加入大愛之友 

 

節目一部：小主播看天下  

【見習範圍】 錄影,外景,執行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喜愛小孩、先看節目 

【自備器材】 自備電腦 

【認識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s3y8O7GD8 

 

節目一部：地球的孩子 

【見習範圍】 錄影,外景,執行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喜愛小孩、先看節目 

【自備器材】 自備電腦 

【認識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PMdqiO8nbo  

 

 



節目一部：年輕人讚起來 

【見習範圍】 執行、外景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對節目有熱情、先看節目 

【自備器材】 自備筆電 

【認識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im1rOvYTzY 

 

節目一部:呼叫妙博士  

【見習範圍】 
參與節目執行事宜，參與節目主題大綱討論，錄影前準備，協助錄影現場，參與節目初

剪、見習後製操作、預告發想等等。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1.對於科學有興趣 2.活潑樂於與人溝通 3.文筆流暢有影像概念 

4.喜歡孩子 5.吃苦耐勞 6.對節目有心得或想法 

【自備器材】 請自備筆電 

【認識更多】 http://www.daai.tv/daai-web/program/content.php?id=1270&u=10-1&c=491 

 

節目一部: 生活裡的科學 

【見習範圍】 錄影,外景,執行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喜愛科學、做實驗、有耐心、先看節目 

【自備器材】 自備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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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一部: 青春愛讀書 

【見習範圍】 企劃、錄影、執行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1.喜歡閱讀、活潑有想法 

2.點閱臉書  

3.提供建議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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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一部: 情牽四萬里 

【見習範圍】 節目前製作業及內容、資料整理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熟悉後製剪輯系統、細心、、有企圖心 

【自備器材】 剪輯系統 

【認識更多】 (節目尚未播出) 

 

節目一部: 大愛全紀錄 

【見習範圍】 

1.節目資料整理製作  

2.採訪拍攝見習  

3.臉書等宣傳製作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1.具創意、可提出新企畫構想。  

2.對新媒體自媒體有興趣者 

3.請先看節目了解節目屬性，並參考臉書提出建議。 

【自備器材】 自備筆電 

【認識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YfJOvcvKb2QbhqdsmlG5OD5nozw1zwlw   

https://www.facebook.com/%E5%A4%A7%E6%84%9B%E5%85%A8%E7%B4%80%E9%8C%84DaAi-Journal-718511161556357/ 

 

節目二部: 大愛會客室 

【見習範圍】 錄影腳本討論/VCR 剪接/協助錄影 

【開放名額】 2 名 

【申請資格】 

1.edius 剪接技能 

2.具有獨立思考力及主動學習力 

3.能主動參與討論或腦力激盪的積極態度 

4.上網或電視收看節目內容/FB 討論區/並提出學習計畫 

【認識更多】 https://www.facebook.com/DaaiDrawingRoom/?fref=ts 

 

節目二部: 悲智印記 

【見習範圍】 參與棚內錄影，前期腳本內容討論，腳本撰寫。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具撰寫能力，對佛法有興趣。 

【認識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OpdwIBrOwk&list=PLYfJOvcvKb2RvhrJn7IO2EA0JW0uLHrtG 

 



節目二部: 戲說人生 

【見習範圍】 隨大愛劇場劇組拍攝幕後紀實；架構討論，腳本撰寫，影像剪接。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具拍攝及導演能力，對戲劇及紀錄片有熱情。 

【認識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29rSBWrYx0&list=PLYfJOvcvKb2TE24naqxLhbs-DEi-TqwmJ 

 

節目二部: 人文講堂 

【見習範圍】 

【人文講堂】是台內自製節目，故是少數能提供完整經歷節目製作流程的節目。從節目

製作之前段(行銷/企劃)、中段(錄影-但 2016 年下半年已不錄影，這次實習將無法參加

到錄影工作)到後段(後製/交片)都能實際參與學習。節目內容方向輕鬆多元：可以接觸

到多元社會、藝文、醫療...等對當代有影響力的思想與行動議題演講。是國內第一個

的電視短講節目。 

學習規劃內容如下: 

1.企劃：觀摩剪本、資料分析與蒐集(有興趣可嘗試練習寫)、知識管理 

2.行銷：學習如何行銷節目、FB 節目經營技巧、免費行銷工具運用技巧、 

Banner 設計(平面構圖技巧)、新聞稿撰寫。 

3.後製：學習基礎 edius 剪接軟體修片、剪 3 分鐘精華影片 6 支。 

4.交片：場記製作、交片入庫(電視台資料庫建構與資料帶取用原理) 

(如果還有想學的部分可與製作人提出討論，學習內容可做適當調整。)"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一、最好有影像剪輯基礎 、photoshop 基礎尤佳，團隊合作能力，尊重工作夥伴，肯用

心學習(若不會的我們也很願意教) 

二、需先上網觀看人文講堂節目 6 選 3 

1.【火場求生一瞬間 】 林金宏 https://goo.gl/C2aZwV 

2.【記者這行快消失了嗎  】卓亞雄 https://goo.gl/ujD8YV 

3.【聽說雖快但求證較真 】 萬岳乘 https://goo.gl/SdRfKK 

4.【先做文化人再做專業人】湯銘哲 http://goo.gl/5J7BWd 

5.【老子這樣說】 -曾仕強 https://goo.gl/93CVqp 

6.【台灣的災害管理-】 李鴻源 https://goo.gl/vjYShx 

三、請先閱讀說故事的力量一書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13235 

四、實習第一周綜上述兩項，需做演講分析報告 1000 字。 

【自備器材】 自備 NB 

【認識更多】 
http://goo.gl/3Hp3P4 

http://goo.gl/widNJS 

 

節目二部: 在台灣站起 

【見習範圍】 
一、製作助理 

(蒐集文字、影音資料，連絡編導、企劃、受訪者。參與棚內錄影相關事宜)。     



二、外景助理 (協助現場拍攝、記憶卡轉存檔) 

三、後製助理 (協助導演剪接需求、參與後製、交片流程)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一、  個性開朗、獨立自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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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凡事具有同理心，情緒管理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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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傳播科系學生，對電視節目企劃、影音剪輯有學理概念。 

四、  看過本節目，提供觀片心得。 

【自備器材】 

一、本節目攝影機使用 Panasonic P250， 

參與外景時亦可大致了解器材的使用與簡單設定。 

二、剪接軟體使用 FCP 或 EDIUS 

三、個人可帶筆記型電腦於辦公室使用 

【認識更多】 請於 youtube 或 facebook 搜尋《在台灣站起》即可收看各集節目、節目訊息 

 

節目二部: 現代心素派 

【見習範圍】 節目錄影、執行、企劃、初剪、交片等事宜 

【開放名額】 3 名 

【申請資格】 對節目製作有熱情、多看現代心素派 

【自備器材】 耳機 

【認識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7%8F%BE%E4%BB%A3%E5%BF%83%E7%B4%A0%E6%B4%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