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2022 年 2- 5 月實習部門及名額一覽 

《簡述》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中心提供優質與完善的實習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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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實務操作、培養職場所需具備的能力，及個人能力檢核，

同時了解媒體實際運作及組織文化。鼓勵年輕學子實踐人文，展望世界，進而為自己規劃未來

職涯發展與目標。 

 

於人文志業實習的學生，需在實習結束前，舉辦【實習成果展】。本屆實習生，預計於

2021年 3月 11日(五)人資時間共識策展主題及呈現方式，並進行分組。每組需共同企劃，盡

力融合於實習期間所學技能，具體展現實習成果。策展過程，含 Plan-Do-Check-Action，先

提交企劃書，之後每 2週提報小組進度，最後於 5月 9日(一)「實習成果展」呈現，此部份將

列計實習評分。 

《相關資訊》  

一、實習開放對象：教育志業體-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四年級畢業班同學，依各部門申請

資格，由校方或系所統一提出申請。 

二、實習部門及名額公告期間：2021年 10月 25日(一)至 2021 年 11月 19日(五)止。 

三、學生實習期間： 

校系 實習時間 

慈濟大學傳播系 2022 年 2月 21日(一)至 2022年 5月 13日(五)，共 12週，480小時 

慈濟科技大學 2022 年 2月 7日(一)至 2022年 5月 18日(三)，共 14週，540小時 

四、實習地點: 

 關渡人文志業中心：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 2號 

 節目部西部：1.新店: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號 

            2.台中: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 88號 B1 

            3.大林: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 2號 

 節目部東部 :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3號 

報到、成果展及每月人資時間，所有實習生(含非關渡實習生)均須回到關渡，參加成果展內容

及企劃會議。 

五、實習申請方式：以下資料需完備提供 

申請者(由校方或系所線上申請)請至以下網址進行線上申請： 

填妥資料並提交實習履歷表、實習計劃書、歷年成績單、作品集、老師推薦函、證照照片等相

關文件之檔案，並自行放置於雲端硬碟，於申請表上，提供可供下載之網址。 



線上申請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N03CqSb86YGSUJcY2oAkwcZgjIMNd1YDIEpd4M

oTILwUpEg/viewform 

《申請流程及時程表》 

10月 25日（一） 開放線上報名 

11月 19日（五） 中午 12點前收件截止 

12月 27日（一） 公布實習名單，並提供《實見習生管理辦法》相關表單及合約書給學

校，轉知錄取學生詳讀並簽訂合約。 

111年 1月 20日 學校及學生完成簽三方合約。 

111年 1月 20日 學生完成線上職安講習兩小時。 

相關疑問歡迎洽詢承辦人員。 

承辦人員：人資室人才培訓組 吳師姊  

電子郵件：005930@daaitv.com 

聯絡電話：02-28989000分機 1013 

六、開放名額如下：  

 

1-1節目部  生活品味組  熱青年 

【實習範圍】 協助節目內容規劃、執行與經營 

【開放名額】 2 名  

【申請資格】 個性活潑外向不怕生，習慣使用網路社群 

【認識更多】 
《熱青年》網站 https://showbar.daai.tv/ 

FB 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youthshowbar 

【希望學生先做的準備】 了解社群平臺經營 

 

 

1-2節目部  生活品味組  青春愛讀書 

【實習範圍】 錄影工作協助、數位編輯協助。 

【開放名額】 2 名  

【申請資格】 
喜愛閱讀、活潑並勇於溝通、大傳與中文相關科系佳、需具備 photoshop 製圖、

基礎 Edius 或  Premiere 剪接能力。 

【認識更多】 
大愛電視專為青少年打造的閱讀節目，由行走的百科全書謝哲青主持，邀請作家

與學生對談，讓人在最輕鬆的氣氛中讀懂一本書。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N03CqSb86YGSUJcY2oAkwcZgjIMNd1YDIEpd4MoTILwUpE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N03CqSb86YGSUJcY2oAkwcZgjIMNd1YDIEpd4MoTILwUpEg/viewform
mailto:005930@daaitv.com


1-3 節目部  生活品味組  人文講堂 

【實習範圍】 

製作助理： 

a. 蒐集文字及啟旋影音資料、聯繫企劃、剪接師、器材預約、確認節目流程、

協助講座現場錄影。 

b. 記憶卡轉存檔、提供剪輯所需檔案、送檔、字幕、音效、入庫等流程。  

【開放名額】 2 名  

【申請資格】 

a. 個性開朗。樂意與錄影現場朋友接觸，並具備開放心胸，接受不同講者議題。 

b. 具有同理心。工作難免有失誤，有問題就解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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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傳播科系學生，對電視節目企劃、影音剪輯有學理概念尤佳。  

【認識更多】 
a. 節目總覽： http://www.daai.tv/program/P1273 

b. 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daaitv.talks 

 

 

 

1-4節目部  生活品味組 兒童節目 

【實習範圍】 外景題材發想，企劃執行。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傳播系、刻苦耐勞、具熱忱耐心、喜歡小孩 

【認識更多】 http://www.daai.tv/program/P1763 

 

 

 

1-5節目部  生活品味組 淨食堂 

【實習範圍】 淨食堂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熱情  機靈  

【認識更多】 
實境訪談節目：引領一種新型態生活風格，創造一個淨心、淨食空間，以尊重自

然、環境與生命為目的，透過主客之間的互動，感受當下的生活美學。  

 

 

 



1-6 節目部  生活品味組 大愛學漢醫 

【實習範圍】 資料收集  節目錄影  社群經營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熱情具製圖或影片剪輯能力佳、行動載具重度使用者  

【認識更多】 新節目無網址 

 

 

1-7節目部 生活品味組  

【實習範圍】 社群經營、節目製作等相關工作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對節目製作充滿熱情，具社群操作有一定經驗，具製圖或影片剪輯能力佳。  

【認識更多】 
透過社群營運，傳播節目內容。 

https://showbar.daai.tv/ 

 

1-8節目部  影像紀實組   

【實習範圍】 紀實部製作相關事宜,社群管理維護等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1具影音製作基礎能力  2文案撰寫 3 photoshop圖卡 4 特質:對人有好奇心,主動學習能力 

【認識更多】 https://www.daai.tv/program#4 (大愛台紀實類 ) 

 

 

 

1-9節目部  法音宣流組 

【實習範圍】 
1.參與歌仔戲戲劇性節目的前製準備 .錄製收音等過程   

2.參與製作社群影片企劃製作及社群經營 , 如何能吸引 35-55 歲人的眼球  

【開放名額】 2 名  

【申請資格】 

個性特質 :願意接受挑戰, 複雜問題簡單化 ,喜歡分享。  

特殊技能 :電腦製圖、影片製作。 

專業 :社群經營、心理學、哲學，能將專業轉譯成大眾能懂的能力。 

【認識更多】 請網路搜尋 [高僧傳 ]、 [療癒果實 ]影音及社群。 



 

 

 

 

 

 

 

 

2 新聞部 

【實習範圍】 採訪寫作，攝影，編輯，剪輯，國際新聞編譯可任選  

【開放名額】 4 名  

【申請資格】 抗壓性強，勤奮，熱忱。 

【認識更多】 傳統新聞產製與新媒體應用 

【希望學生先做的準備】 搜尋閱讀【大愛全球新聞】 

 

 

 

1-10 節目部  志業支援-西部 

【實習範圍】 醫療節目製作，慈濟醫療志業傳播相關事務。 

【開放名額】 共 4 名  

【實習地址】 

1.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 號 

2.台中 :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 88 號 B1  

3.大林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 2 號 

【申請資格】 
1 對傳播工作有熱忱     

2 能使用繪圖軟體  如 Photoshop 或  任何剪輯軟體者優先 

【認識更多】 請搜尋【志為人醫守護愛】、【大愛醫生館】 YT、 FB 

1-11 節目部  志業支援-東部 

【實習範圍】 依實習者想學習方向,可提供企劃、新聞採訪、攝影、後製與工程等項目學習  

【開放名額】 3 名  

【申請資格】 相關科系及對傳播有興趣的同學 

【認識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e065Y0UAe8 



3-1 戲劇一部 企劃宣傳組 

【實習範圍】 
大愛劇場網路 FB 宣傳；協助舉辦記者會、見面會；Youtube 編輯，與社群

互動談戲劇幕後製作花絮。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熟悉基本的攝影機操作、 phtoshop 製圖、 Edius 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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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T: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oUvL0yci-Il2WsuWBhYgrw 

 

 

 

 

3-2戲劇二部 企劃宣傳組 

【實習範圍】 

1.匯整所有戲劇宣傳相關素材並製作相關圖文及影片。  

2.大愛劇場、大愛劇場搶先看臉書粉絲團與 IG 之經營與操作。   

3.戲劇本尊資料之蒐集整理與採訪企劃執行。 

4.協助各項戲劇製播相關流程作業。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1.大眾傳播、視覺影像設計、行銷管理相關科系。  

2.個性活潑外向、誠正信實、操守廉潔為首要行為準則。  

3.熟悉 Photoshop 繪圖軟體、 EDIUS 剪輯軟體。  

【認識更多】 

1.大愛劇場以戲劇製作慈濟人行菩薩道的感人事蹟。呈現真人、真事、實

景故事，期以真善美的戲劇，發揮影響力，達成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理

想。  

2.當今社會瀰漫著爭權奪利，兄弟鬩牆、意外事故頻傳，許多電視台戲劇

還一再強調挾怨報復、逞兇鬥狠、浪漫奇情才能吸引觀眾的時候，大愛電

視台用「孝順」以及「兄友弟恭」傳統的中國美德作主軸，製作闔家觀賞

的八點檔，希望以任重道遠的心，製作真人實事的戲劇，讓我們的下一代

能夠在戲劇中吸取做人做事道理。 

3.大愛劇場官方網站： http://www.daai.tv/drama/current 

4.大愛劇場官方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DaAiDramaOffical/ 

【希望學生先做的準備】 收看大愛劇場故事及臉書瀏覽 

 

 

 

 



4 廣播部 

【實習範圍】 參與部門聲音內容創作、網路社群互動。 

【開放名額】 2 名  

【申請資格】 
愛聽廣播、 podcast 等各種聲音媒介，合群有熱情，樂於表達，好好說故

事，具慈大實習電台或其他聲媒創作作品、參賽經驗更好。  

【認識更多】 
大愛網路電台官網 http://daairadio.tw/ 

大愛網路電台臉書、各 podcast 平台搜尋大愛網路電台。  

 

 

 

 

 

5-2慈濟月刊編輯組 

【實習範圍】 慈濟月刊編務，包括企劃，編撰文章，搭配圖像，版面構成，製版印刷。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有撰寫報導經驗，擅長尋找資料，對文字敏銳度高，對版面構成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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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慈濟月刊採訪組 

【實習範圍】 

跟隨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外出採訪，無論是議題式報導或特寫人物故事。 

出刊前協助圖文版面校閱，了解實體雜誌印刷前的傳統流程與基本功。 

參與部門編採會議。 

請實習生提案討論並完成報導計畫，無論是針對議題或人物專訪，作品刊載於實體慈

濟月刊。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不限科系。對文字採寫有熱情。 

對慈濟人事物出發的報導題材有興趣，無論是議題或人物。 

對慈濟組織的慈善理念與人文價值了解、興趣並認同。 

對平面媒體的圖文構成與媒介屬性有熱情與理想者。 

對 NGO組織的慈善作為有深度思維與圖文記錄興趣者。 

【認識更多】 https://web.tzuchiculture.org.tw/index.php?s=2 

http://daairadio.tw/


6-1 經典雜誌 攝影組 

【實習範圍】 雜誌攝影相關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態度積極.熱愛學習認真 具（中英文）溝通能力  

【認識更多】 http://www.rhythmsmonthly.com/ 

【希望學生先做的準備】 準備攝影作品.簡單的自傳.希望在經典學習到的事物 

 

 

6-2經典雜誌/行銷企畫 

【實習範圍】 

一、如果你經常看展或是參與活動，對於一個活動的從無到有感到好奇，

不想再當一個觀者，想換位當當策展人，那麼歡迎你一探究竟。活動是策

展人與民眾的第一線接觸與交流場域，而在活動之前的辛酸血淚，活動之

後的慶功派對，只有坐上這個位置的人才能體會。（共同參與喜閱巡迴書

展的從無到有） 

二、一本書的 catwalk。打一盞燈，匯聚眾人目光到一本書的封面；挖一

條溝渠，引入作者與編輯的心血，讓這條知識河流盡可能地綿延，滋潤讀

者們的腦袋和心靈。（新書發表會的籌畫與舉行）  

【開放名額】 2 名  

【申請資格】 

一、熱愛閱讀。（至少不能排斥～）喜歡閱讀，是行銷閱讀、行銷出版品

的基本要素。（可於履歷分享最近閱讀過或喜愛的一～三本書，心得內容

隨意）  

二、會接球、懂變通。傳播圈有一顆大家都會玩的球，叫作「變化球」，

歡迎擁有開放心態的你一起用各種招式琢磨這顆變化球。  

【認識更多】 Google 搜尋「經典雜誌」  

 

 

7 媒體發展部 

【實習範圍】 活動行銷 /媒體公關 /影響調研 /數位編輯 

【開放名額】 1 名  

【申請資格】 攝影美編 /文字撰寫 /活動企劃 /收視調研 /美感剪輯 /內容推廣 

【認識更多】 看見大愛粉絲頁 /大愛官網社群。 

 

http://www.rhythmsmonth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