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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蹲點‧台灣」服務成果報告書 

—讓靜浦的美被留下、被看見— 

 

 

 

服務名稱：協助靜浦社區發展協會 

計畫影片製作、豐年祭紀錄、協會遊程紀錄、靜浦人寫真集 

 

服務日期：7/12-7/27 

 

蹲點社區：花蓮靜浦部落 

 

製作人：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陳亭妤 

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楊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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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靜浦社區發展協會致力傳承部落的文化及推廣，熱愛分享部落的生活，希望部

落的好能讓更多人看見。除了發展常態性的遊程體驗，也負責主導部落的大型

活動：豐年祭、父親節活動、部落生活節、打工假期……，而這些全都由理事

長乖乖和一些部落青年一手包辦。也因為想為部落盡一份力的心，發展協會不

斷爭取外部的資源，不管是政府計畫，抑或異業結合，想盡辦法增加部落的能

見度及發展的機會。除了爭取外部資源，同時也花了很大心力凝聚部落，乖乖

(理事長)費盡心思和耆老們建立關係，和青年們對話，乖乖說：「唯有當部落齊

心協力，文化的傳承才得以完整，否則就只是在做給外人看罷了。」 

 

我們的主要服務內容是協助靜浦社區發展協會，可以粗略地分成兩方面：協助

製作社區申請公部門計劃的影片，以及紀錄豐年祭。除此之外，在短短的 15天

中，我們看見靜浦人的率真自然，也捕捉到許多人物的感動瞬間，因此我們為

自己增設了第三個服務項目—靜浦人寫真集。也因為希望能讓更多人看見靜浦

美，我們在經營社群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希望在這短短的日子中，除了能替靜

浦部落盡一份心，也想讓更多人看見這哩，更為這裡的人們留下些什麼。 

 

貳、製作部落申請計畫影片 

（一）緣起 

靜浦社區發展協會正在著手爭取政府計畫，關於老屋重建、在地創生、空

間美學，主要計畫內容是希望透過整合在地的人力物力文化資源，進行老

屋空間改造，讓靜浦更美，也讓年輕人能學習一技之長及學習如何將阿美

族文化融入，更讓在地水電工、藝術家能發揮所能，一同建造美麗新家

園。 

 

（二）內容概述 

爭取這個計畫除了發現資源並洽談整合外，政府規定用一支 3分鐘影片呈

現整個計畫內容，而我們的任務就是製作這支影片，發揮所能讓委員們能

在 3分鐘清楚了解計畫架構，並看見靜浦的決心和能力。 

在和承辦姊姊和理事長不斷溝通討論後，決定以訪談配合畫面的形式呈現

這支影片，也將影片的核心重點設定為：靜浦社區準備好了。除了準備訪

綱和粗略講稿外，我們也到長濱、港口取材，拍攝準備改建的空間及水電

工、藝術家、青年等，希望能透過這支影片好好傳遞給委員這份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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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時程 

 7/23 7/24 7/25 7/26 

釐清計畫目的     

確認呈現方式鷑主軸     

擬定訪綱     

訪談拍攝     

至長濱、港口畫面取材     

剪輯後製     

修正 N次     

定稿輸出     

 

（四）設備器材 

●攝影機及腳架：拍攝訪談、畫面取景用，共兩台。皆為蹲點期間自備。 

●剪輯軟體：剪輯及後製用，為我們蹲點期間自備。 

 

（五）服務成果 

    已上傳至作業繳交雲端，但由於是社區申請計畫的資料，請勿外流。 

 

（六）成果效益 

協助社區計畫案爭取，用心呈現，減輕社區作業壓力外，也提升影片品

質，一同讓靜浦能夠更美。 

 

（七）心得回饋 

首先，很感謝協會對我們的信任，給予我們不小的空間發揮。這是一個

在蹲點前並不知道會有的任務，接到這份任務時其實時間蠻緊張，幾乎

是要在一天內完成拍攝和剪接，對我們來說既興奮又有點擔心。起初花

了很大的力氣和承辦姊姊及理事長討論影片核心及呈現方式，因為其實

素材都具備，我們也看見了潛力，但一直在呈現上拿不定主意。經過激

烈的大腦旋風後，才有了最後的產出。 

 

從這個計畫中，我們學習到一個計畫案的爭取並不容易，更被社區的活

力和熱忱感動，盤點素材時我們可以想像之前協會有多麼努力，再次被

這種想為社區盡一份力的心意打動。我想也是因為這些努力被看見，協

會才得以在部落擁有這些支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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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豐年祭影像紀錄 

 

（一）緣起 
蹲點期間，我們參與了一年一度的豐年祭。協會除了要主導這龐大的盛宴

外，也希望能透過我們紀錄豐年祭的點點滴滴，除了可以成為未來計畫或

宣傳所用外，也想好好讓這美好的瞬間被留下。而這任務也是我們蹲點期

間最主要的服務內容。 

 

（二）內容概述 

五天的豐年祭，加上準備期間，大約歷時整整一個星期紀錄。我們透過相

機，將這些美好的相片整理成資料夾，放到粉絲專頁，並在特別精彩的相

片下留言，讓當事人一定要好好看看。除此之外，我們也將影片檔案依照

素材內容剪輯精華小片段或紀錄長片，希望可以將豐年祭給我們的感動好

好記錄並回饋給部落。 

 

（三）工作時程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8/30 

取材         

修圖         

剪輯         

發佈         

互動         

 

（四）設備器材 

●攝影機及腳架：拍攝訪談、畫面取景用，共兩台。皆為蹲點期間自備。 

●剪輯軟體：剪輯及後製用，為我們蹲點期間自備。 

●修圖軟體 LightRoom：修圖片用，為我們蹲點期間自備。 

 

（五）影音成果 

●相片類：請見粉絲專頁相簿，將照片分門別類建立相簿呈現，同時也將

雲端連結放上粉專，以利部落下載高畫質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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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類：豐年祭期間，在大型活動一結束時，精選精彩短片，馬上上傳

到粉絲專頁。長片方面，於蹲點期間製作三支影片，其中兩支已上架粉絲

專頁，另外一支(yt設置不公開)經評估並和部落討論後暫不上架，已交給

協會日後有適合時機時使用。 

 

 

（六）成果效益 

將豐年祭的美好化為影像，除了協會日後可以做為各種可能的素材外，也

成為部落在豐年祭前後聊天的話題及分享的素材，看見自己在部落的價值

並轉化成為部落努力的決心，間接影響部落向心力及增加對協會的信任。 

 

（七）心得回饋 

還記得祭典期間的太陽廣場外，擺放了一個大型看板，上頭寫著各項的注

意事項，嚴格的要求了在祭典期間應遵守的事項，其中對於拍攝更是有詳

細的規範。 

祭典對部落而言是相當神聖也嚴肅的場合，所有的事情都應以祭典為重，

拍攝也不應打擾到祭典的進行，也不該打擾到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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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樣嚴格的規範，仍能拿著相機在場邊近距離紀錄的我們是相當不容

易的機會，我們也有比他人更多的機會參與到祭典過程中的各項環節，這

樣子的經歷是讓我們相當珍惜也相當看重的，故對於祭典期間的紀錄我們

也格外慎重的對待，並也有較多的產出，以期能與族人們分享更多大家穿

傳統服飾時的身影。 

 

 

肆、協會遊程紀錄 

（一）緣起 
由於協會的運作一大重點是推廣遊程，故我們於蹲點期間也替協會的各項

遊程進行拍攝紀錄，如此也能使若未來協會行銷宣傳時，能有更加豐富的

素材得以使用。 

 

（二）內容概述 

協會共有五項的遊程，分別是膠筏、射箭、編織、抓浪花蟹以及八卦網，

我們於蹲點的期間也利用空檔一同的參與導覽與遊客體驗的環節，並貼近

的捕捉各角度之畫面。 

 

（三）工作時程 

 7/13 7/14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8/30 

取材            

修圖            

輸出            

 

（四）設備器材 

●攝影機及腳架：拍攝、畫面取景用，共兩台。皆為蹲點期間自備。 

●修圖軟體 LightRoom：修圖片用，為我們蹲點期間自備。 

●明信片製作 AI：修圖片用，並亦為明信片排版使用，為我們蹲點期間自

備。 

 

（五）影音成果 

依照不同需求分為兩類工作項目。最主要的部份，我們是將遊程依照各個

項目分類，節選好的照片並修圖，再上傳至雲端資料夾傳予協會理事長，

並供協會無條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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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除了供協會使用的照片外，由於我們在記錄過程中有遊客相當好奇

我們的任務，並在我們分享了我們的拍攝緣由後，我們也希望能替協會多

回饋一些什麼予前來體驗的遊客，故我們也替遊客整理了他們前來體驗時

我們捕捉到的畫面，並在遊程體驗完畢後立即整理傳輸給遊客，也希望能

替遊客捕捉到他們於靜浦的身影，並能因而更加喜愛這裡。 

 
 

（六）成果效益 

紀錄是不會消失的，無論是將當下的動作紀錄，抑或是對人物的捕捉，

照片、影像的留存都是有意義的，能以備不時之需，在往後需要時得以

即刻取用，並也是讓所有的回憶有想念的依託。 

 

附圖是在傳送了照片連結予遊客時，對方所給予的回饋，也相信他的鼓

勵不只是給我們，更是給靜浦部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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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心得回饋 

部落青年在協會中主要的工作即是帶遊程體驗，雖然這是他們每日的生

活日常，但對於我們、對於遊客都是很新鮮的過程，雖然到了後來我們

聽了多次他們一再重複介紹的遊程簡介，然而青年們卻不因而而失去熱

情，取而代之的是他們仍總以炙熱的眼神和前來造訪的遊客們分享關於

靜浦的美好，以及屬於阿美族的生活智慧，總是在一旁紀錄聆聽的我們

也因而很感動，並不厭其煩地多次跟在青年旁邊，聽聽不同人的口吻

裡，所看見的不一樣的家鄉。 

在拍攝了多角度的照片後，我們也很希望這些美麗的畫面能不是只存在

我們的電腦或是雲端空間中，於是我們也用了我們自己曾經學到的 AI技

能，將照片修圖排版作為明信片，並也提供協會能作後續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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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製作靜浦人寫真集 

（一）緣起 

總是拿著相機的我們，在部落裡總是被詢問來歷以及在做什麼，在解釋

了多次後族人們也對我們有了信任感，並也時常對鏡頭有許多的互動，

然而拍攝了相當多的照片的我們，卻沒太多管道能讓大家「看見自己」，

不過若是這些內容只有我們留存，我們認為是相當可惜的，且也因許多

照片未公開，使許多族人對於我們還是抱持著相當多的疑惑，故我們針

對我們拍攝的內容進行了相當細緻的整理，除了前述所提的針對祭典各

環節的照片整理，亦有遊程個別項目的整理，除此之外我們更是對於族

人們的身影，整理出各自的身影紀錄。 

 

（二）內容概述 

部落平常共有約三百人，祭典期間更是有兩三千人，我們不可能認識到

其中的每個人，然而其中有些和我們較有互動的族人，因為鏡頭較多彼

此也較熟識，我們比較能辨認出，並也較有素材能整理。 

故我們最後針對 22為族人，將我們捕捉到的他的身影特別挑出來，並整

理建立成資料夾各自傳給族人，並也在傳送時特別附註這些照片並不會

外流做其他使用，使族人能夠對於我們的紀錄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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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時程 

 7/12-7/27 蹲點結束-8/30 

取材   

修圖   

輸出   

 

（四）設備器材 

●攝影機及腳架：拍攝、畫面取景用，共兩台。皆為蹲點期間自備。 

●修圖軟體 LightRoom：修圖片用，為我們蹲點期間自備。 

 

（五）影音成果 

我們將內容統整並建立成了資料夾，並將各自的資料夾與其分屬的族人

開了共用的連結，使得族人自己的照片僅有我們與其自身擁有，而不會

被外流做其他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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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果效益 

由於這項任務是我們自己額外增加的，且也因工作時程拉得比較長，故

其實是項族人們沒有想過會獲得的回饋，也因而許多族人在收到檔案時

是又驚又喜，很感謝我們這份用心，並也很熱情的再與我們閒話家常，

甚至大力的邀請我們之後有空一定都還要回部落走走看看。 

 
 

（七）心得回饋 

我們於蹲點期間共拍攝了一萬多張照片，我們在這部分的後續整理上耗

費了相當大的心力，也因此才能結選出族人各自的照片，我們都自己笑

說這項工作像是讓我們在自己的人體內建了什麼人臉辨識的科技。 

然而雖然這份工作有些困難，但在收到族人的回饋後，那份感動是讓人

能忘卻整理時的辛苦的，尤其在部落時受到相當多的照顧，能夠給予大

家一些實質的回饋，也是讓我們相當雀躍的。最後甚至有族人將我們拍

的照片設成其自己的臉書大頭貼，這樣的舉動也讓我們再一次的被感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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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社群經營推廣 

（一）前言 

當初選擇蹲點紀錄方式時，我們這組選的是更新隨意窩的每日圖文，然

而由於現今社群仍多集中使用 Facebook、Instagram，故我們於這兩個

平台皆有建立帳號與經營。 

由於一文多發對於社群行銷上是較顯得多餘的，故我們針對兩個平台的

可能用戶與通常的使用習慣做不同方向的經營管理。 

 

（二）Instagram增加日常感及即時互動 

Instagram的慣常使用者以年輕人為主，且除了族人外也有較多的我們

夥伴間各自的朋友，故 Instagram的經營會以較多貼近生活的紀錄，尤

其此平台多以圖片為主要導向，而較不適宜長文字的閱讀，故我們多以

發各種限時動態為主要更新，且這些內容都是最即時最當下也最貼近生

活的，這些限時動態能使得不在我們身邊的朋友能更感受到我們在靜浦

的生活，同時也讓部落的族人能更了解我們的想法，並和我們有更多的

互動可能。 

 

我們的 Instagram追蹤的人數截至目前為止共有 205人，這個粉絲人數

甚至比我（雅雯）本人的粉絲追蹤人數更多，我們在蹲點期間真的是相

當認真在經營這個社群平台，且平常觀看限時動態的人數多落在 150人

左右，這樣的占比也代表這個社群的粉絲多半很活躍，遂才能有約四分

之三的粉絲對於我們平常的發文有高度關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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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上的互動多半為私下的訊息對話，時常會有族人或是其他的

朋友們由於對於我們的限時動態很有感觸，故會回應內容和我們互動，

故甚至也有人會在他的限時動態中提及我們，或是在他們家族的群組推

薦大家一起來追蹤我們的粉專！ 

 

 

Instagram的追蹤者除了我們的朋友部落族人外，粉絲的客群其實相當

廣，例如近期於豐濱、長濱一帶舉辦「串生活」的小編亦為我們的粉

絲，其也固定會觀看我們的發文，並彼此相互標註、互動；除此之外，

也有鄰近部落的族人，因為觀看了我們的發文，對於靜浦有更深層度的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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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Facebook粉絲專頁接觸族人 

雖然 Facebook仍有相當多的使用者，然而年輕一輩的人多轉為使用

Instagram，遂一開始我們對於社群管理上也較把重心放在 Instagram，

然而在蹲點過程中，我們發現族人們仍有大宗的 Facebook使用者，故我

們也針對 Facebook花了更多的心力去經營。 

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了相當多有趣的事，例如臉書後台能顯示粉絲的慣常

上線時間，由於我們的粉絲有一大部分為部落的族人，故粉絲上線的第

一個高峰時間是落在早上七點，這是與我們之前經營粉絲專業的經驗有

落差的，因為以往我們以年輕人（學生）為主要目標導向的粉專，粉絲

上線的第一個高峰時間多落在九點左右，然而部落族人的生活步調與一

般都市的年輕人不一，也使得我們在發文考量觸及率時間時，需有與以

往不同的考量。 

 

 

除了粉絲上線時間的不一外，臉書也是有較多社群互動可能的地方，許

多族人會針對有感的圖片文字進行留言或是分享，這也使得我們的

Facebook留言偶爾會比正文更精彩，並也讓在部落的族人看見不同觀點

下的部落，也讓在外地的族人有更貼近部落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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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部分，貼文中成效最好的是 DAY5「只要你願意回來 我們就願意接

納你」這篇文，估計是由於概念受族人支持，在九次分享過後，其觸及

率也跟著提升，且由於當時仍屬祭典期間，這篇文更是讓更多由外地回

來的族人有感，甚至連在部落的青年－－阿勇哥，在看了這篇文後，因

其部分內容與他哥哥和我們的談話相關，故他也表示在看完後相當的感

動。 

 

 

除了每日貼文外，粉專中觸及率最高的就屬祭典期間趣味競賽的剪輯影

片，例如滑壘或是推球等等項目都廣受大家支持，一個三百多讚數的粉

專能夠在一篇文中獲得四千六百多的觸及人數實屬不易，並也是令人相

當振奮的成果之一。 

 
 

（四）心得回饋 

管理社群時，我們很大的一個目標是希望能更貼近大家，無論是讓在部

落的族人能藉由我們的看見發現不同的視野與見解，或是讓不曾來過靜

浦部落的人感受這裡的生活，甚至是讓不在部落的族人像是沒離開部落

一樣知道部落大小事，這都是我們希望達成的。 

而在經營的過程中，我們也確實達成了我們所想的目標，例如曾有一次

有個部落青年回覆了我們的限時動態，雖然他僅是很簡單的說著「我媽

媽的車耶～」，但這句話帶給我們的感動是很龐大的，由於我們平常在部

落期間和這位青年並未有太多的接觸，且我們也不太清楚我們搭到的這

輛車所屬人究竟是誰，但青年透過一個簡單的畫面即能獲得很多關鍵線

索，並由於那份親切感很快的即知曉那是他家的車，雖然他不在那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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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但他像是和我們一起搭了一趟路，一起感受那些熟悉，用不同的視

野讓彼此了解到更多。 

 

 

不只是管理社群，這些內容其實都是我們和部落族人互動的一部分，除

了這些截圖的紀錄外，更有更多實體的對話以及接觸，是雖然沒有文字

紀錄可循，但同樣烙印在我們心裡，使我們感動的內容。 

 

柒、總結 

透過這短短的 15天，我們的服務範圍從協助計畫的推展、豐年祭紀錄再到紀

錄協會的工作內容，更透過人物寫真集、遊程拍攝讓這裡的人及生活好好被

記錄，最後透過社群經營讓更多人看見靜浦之美。除了從過程中有許多技術

上和精神上的學習外，我們也很榮幸能參與這一切，並用自己的力量，回饋

那帶給我們滿滿感動及溫暖的靜浦部落。相信這些紀錄及感動都在彼此心底

發酵著，不管是讓靜浦人更加認同部落，抑或讓大眾有多一些管道看見一個

太陽部落，甚至是我們兩個的成長之路上，這 15天的成果及過程都將成為養

分，一份關於愛、支持與溫暖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