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成果報告書
�點�間:2022/7-2022/9

�點社��

社團法⼈臺東�南�健�促�關懷服�協會

�個�社企

�點成員

�江⼤學 �訊傳�學�
林�珈

�江⼤學 �訊傳�學�
��亭



Page 02

⽬�

官�協助設計

�⾞⾏�影�

FACEBOOK 社群經�

服�困境

IG⾏�課�

IG 社群平台�設

�⽅誌-你�我�

�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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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景

�⾔

計畫⽬�

�個�社企結合了⾃�⽣���

�⽣產��永續�健�����

⾃��環��⽣�為經�理��

提供⺠眾����的�品���

並��益�⾞服��積��續開

發�⾊�材�除了常⾒的披��

材之��更�⽤在�各�當��

��研發��出獨�的南�在�

�味�品�團隊�為在��⼈�

亦為在���就�永續發展的�

��扶�並共��

我們的主�服��容是協助南�

協會附屬的�個�社企�提出年

輕⼈不⾜�社�在�理位置上的

劣�問題�期���當�的��

�作物推�社�的�光產���

整合式⾏�設計作為主�核⼼�

整合社��源�再補⾜當��灣

�的⽂��⾊�

由於社�和�個�社企已經擁�

現�的影�和�絲專⾴�⽬的是

�當�已�的�源�⾏整合�重

�設計�服��容�5項�官�

協助設計�IG⾏�課��iIG 社

群平台�設��⾞⾏�影���

�⽅誌-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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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

線上服�期間

�googile meet或者line視訊會議共享�報
�計線上開會了12�
5/30 、6/13、  6/17、 6/24、7/1 7、7/13、
7/18、 8/5、 8/18、 9/2 、9/15、 9/22

8/24於實��點期間��個�社企��-展�哥
�⾏�影器材�學��站��/�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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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協助設計

（１）

 ⼀開�在做���發現社團法⼈臺東�
南�健�促�關懷協會��的官�和�個

�社企⽬��在��規劃中�預計�年六

⽉會上��⽽剛�我們都�����站的

課���因��了協助官�設計的想法�

所�我們�定�初的計畫是���的官�

�⾏��設計���並融��灣��騰和

在�元素�⽬的為�⾏�源�整合�

由於��沒辦法順利�⾏協助�站�設計

的服��所�製作了⼀個”�站設計の�南
“的�學�報��容劃�為:�⾊參考�UI設
計�字��⾏��參考���整�建議�

官��材ppt：Canva

�段�Anyi�的對話在我們的�海裡久久
揮之不��Anyi�表��到⾦�問題��
官�卡關很����希��天�真正�⼀

個屬於�個�的�站�因為⽬�在�⾏的

官��沒獨⽴出來�Anyi�⼜�了南�協
會屬於��利組織�⽽�個�社企屬於�

利組織��個�的存在就是��所得回�

給南�協會��段話讓我們��蠻�的�

雖�我們��的服�都是協助�個�社企

�⾏⾏��設計�看�都是在做��性⾏

為�但其實讓�們��被更�⼈看⾒的原

因是為了�讓�們��⾦去幫助�裡更�

��幫助的⼈�雖���沒辦法實�協助

做官�的設計很可惜�所�我們���定

做⼀��站設計的�學�報來提供給�們

在未來真的�官����參考我們當提供

的���報�

�站設計の�南“針對�站的�����
設計上做�學�往�在�站的設計上便�

更�上⼿��竟⼀個�看的�站��更�

引�看者繼續�看下去的意願����讓

⼈�受到�⽤⼼經��

�學�報的��是重點��且沒��效性

的問題�往����都�再打開做使⽤�

�容��

緣�
⼯作��

設�器材

⼼得回�

成果效益

7/3-7/10 官�狀況初步了�
7/11-7/17 提出對官�的設計⽅向
7/18-8/14 提供其�可�官�的伺服
器��站

8/15-8/21 討論官�⽬�狀況��可
使⽤的⽅�

8/22-8/28 更改執⾏計畫
8/24 現場�⾏官�使⽤�學
9/5-9/11 製作官�使⽤�南����
學



Page 06

官�協助設計

(２)

�初規劃的官�協助設計�到⾦�卡關的問題���法�⾏服��

所��終�定製作⼀��學�報−”�站設計の�南“。

�⼀個部�是�⾊參考���個�社企的logo主⾊為主��⽤�⾊�來�
找相�或�合的顏⾊�來做為官�設計的�⾊參考�

�⼆個部�是UI設計� �使⽤者⾓度視為設計的⾸��件�從�⾓度切�
並根�使⽤者使⽤的喜�做設計�確��⾴的��度�使⽤的�暢性�

我們�”�站設計の�南“�為�⾊參考�UI設計�字��⾏��參考���整�建議�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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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協助設計

(３)

�四個部�是參考的產品�站���

我們針對�是��產品的財團法⼈台灣�良�產品發展協會�⾏�析�

��⼀個部�是我們對於�個��站可�製作⽅向的建議�我們�為官�

���個�logo作為設計��為四個⼤主題再細�成�個⼩主題�⽽�個
⼩主題就代表Logo的�個�形�(1)⽂�路徑−社�發展現況∕�灣�⽂�
�⾊(2)�⾊⽣�−��植物或動物∕當��⾊介紹(3)��⽣活−���驗

∕��(4)�村⽣活−⼩�的故事∕�產品介紹（�購)

�三個部�為字句�⾏��舒服的字��⾏��讓�看者的�讀�驗更佳�

太擁擠�會讓畫⾯看�來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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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課�
（１）

 �IG⾏�相關重點製作成ppt的形式課�
��為四堂課�針對IG設計由�⾨到��
的課���便協會同仁�續經�IG���
上⼿�上課�間為�續四��每���⼀

天上課�⽽⼀堂課�的�間約30-45�鐘�
＊主題規劃�

1.�何從0開�經�IG
2.社群�⽂製作
3.社群宣傳⽅式
4.�何和�絲互動（互動式問�/限�動�
互動⽅式）

�初規劃�⾏�相關重點製作成ppt的形
式����社群經��產品⾏���位⾏

��主題�可供當�⼩朋友學�或是社�

在經��作為參考使⽤�但�來思考社�

的現況較難打到年輕�群�⽽剛�⼜可�

��上IG平台�設�發⽂的計畫�所��
課�改為IG⾏�課��

7/4-7/10 �⼀堂課��容規劃
7/11 �⼀堂課�:�何從0開�經�IG
7/11-7/17 �⼆堂課��容規劃
7/18 �⼆堂課�:社群�⽂製作
7/25-7/31 �三堂課��容規劃
8/5 �三堂課�:社群宣傳⽅式
8/8-8/14 �四堂課��容規劃
8/18 �四堂課�:�何和�絲互動

          （互動式問�/限�動�互動⽅式）

PPT製作軟�:Canva
視訊�話軟�:Google meet

⾸先�⼀開��準�⾏�課���點緊

張��竟我們只是學⽣不知�是否⼜��

格�協會同仁�幸���們�為IG是�較
沒��的社群�因�覺得���容�是蠻

受⽤的�相當���們��初��到許�

問題��是不知�課�的�容�����

因為原先�會��當��⺠⼀�來��所

�考量到⼤家對於IG的暸��度����
課�主題經�不斷的討論��正��終才

定出�四⼤主題�每⼀�的�課其實��

�費蠻��間去��各個�容��找��

做�明��讓我們了�到事�不�只看表

⾯�雖�課�可�才短短三⼗�鐘左右�

但是準�卻���費半天或⼀天的�間�

�之 �做什�都不容易�雖�挺⾟�
的�但�到協會稱讚我們�或是想�⼀步

了��⼀點�會覺得很開⼼�幫上⼀點

��⼀切都很值得��希�往��個�社

企的IG可�更加豐富�更�樣��讓⼤家
�識�個��

�容��

緣�
⼯作��

設�器材

⼼得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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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課�
（２）

服����

�⼀堂課為「�何從0開�經�IG」
從頭開�介紹ＩＧ�和相關設定和功��

⾸先�享「帳�命�⽅式」的技巧�⽬的

是讓�稱��到�����定位並同�具

�識別度���介紹「個⼈檔�」設定�

建議�單介紹�個���理��讓�絲留

下記憶點�才��會讓�絲�續關注��

�介紹「Hashtag」的三�層⾦字��
����「建⽴社群⼈格」的重�性�

�⼆堂課為「社群�⽂製作」

本堂課��明製�技巧和�明��度和易

讀性的重�為主�

�明「��」��⼀�型和⾊�的�點�

和「頭尾的引�語和結尾」讓�絲繼續�

看和預告提��「⽂字」的部�可��成

�題和�容去設計�強�字�和⾏�會影

響�看的舒�度����享製�軟�和使

⽤����實����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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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課�
（２）

服����

�三堂課為「社群宣傳⽅式」

當作完��發布���續的宣傳�是很重

�的部��本堂課�明�何挑�「�佳發

⽂�段」�「�告投放設定」和�⽤合�

的「hashtag」來增加�����建⽴
「��動�」做����提�「合作宣

傳」���找和⾃⼰⽬�受眾⼀�的合作

對�並給出合作的⽅向和建議�����

�相關⾏��學帳�來做��介紹�

�四堂課為「�何和�絲互動」

和�絲��良�互動是建⽴忠誠度的⽅

式��了信��才�提升�絲的黏�度�

�堂課�享「五⼤互動技巧」�和�何�

�「限�動�」功�來�⾏��的互動�

���直�的互動⽅式「直�」�當��

沒錯������的功�「Reels」�介
紹製作⽅式和技巧�實��點��在部�

實�拍�和��成Reels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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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課�
（３）

�個�社企的���展�除了�理官�

��同��負責社群經��從右�可⾒

貼⽂成果��是在課��開�製作的�

��⽤課�中推�的「canva」來製
作�便利的點是因為�固定的�型�因

���改⼀下照�和⽂字�便�製作出

⼀��的貼⽂�設計的部��根�課�

�提�的���⽤到「��產⽣��」

的技巧��字�和⾏�加⼤�才不會擠

成⼀團���較⽅便�讀�再來���

�字的⼤⼩之��隔�楚�讓讀者可�

⼀眼�到重點�再�⽤同⾊�的�景和

元素���⼀來�貼⽂的整�性就會很

⾼�看得出來是同⼀��之貼⽂���

使帳��⾯��度upup。

成果效益

Instagram �台��

產品��的⾸�貼⽂共�得27個讚�和
59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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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社群平台�設�發⽂
（１）

��1:當�⽂�介紹

��2:景點介紹

��3����驗介紹

��4:�⾊�產品介紹

��5:�益Pizza�⾞介紹

IG⾏�課��⼀堂上完�讓�個�社企的展�
哥�設IG����⽂���製作�都會使⽤課
�中所提到的⽅式�⽽��4��則由展�哥製
作�使⽤課�中提到的軟�:Canva
貼⽂發布�容���

⼀個��為3�⽂

       �個�社企*1+⼟�社�*1+�灣�⽂�*1

       部�⽂���/⼟�意���/⼟�吊橋*1+
       �巴⾥⽂�⼯�室/⼟�天主堂*1+
        南�依⼭傍海�景*1

       野��驗*1+⼩��驗*1+紅���*1

       刺��*1+紅�/⼩�*1+樹⾖*1

       �⾞故事*1+披�⼝味�單*1+
       2022年度宣傳影�*1

社�的現況較難打到年輕�群�⽽�個�

現�社群平台只�fb�但現�年輕⼈�是
想旅���常會直�上IG����的�⾨
景點�所����設IG平台�發⽂計畫�

7/11-7/17 IG平台�設+��1�⽂製作
7/20-7/22 ��1 發佈
7/25-8/14 ��2+3���照���
8/15-8/21 ��2+3�⽂製作
9/12-9/18 ��4 �⽂製作
9/16-9/18 ��2+3 發佈
9/19-9/25 ��5�⽂製作
9/23-9/26 ��4 發佈
9/28-9/29 ��5 發佈

��1��製作軟�:Procreate
使⽤設�:⾃�Ipad pro
��2-5��製作軟�:Canva
使⽤設�:Mac mini

在⼀開��定��⾏社群經�的���我

們是希��讓更�⼈看⾒�個�社企�⼟

�部��雖���的�蹤�並不���但

很⾼興真的�朋友看⾒�個�⽅�在發布

��2的�巴⾥⽂�⼯�室/⼟�天主堂
���朋友表��個�⽅很���⾄私�

下來詢問關於⼯�室的更�故事�

在製作貼⽂的整個���我們⾃⼰對社�

��了更�了���竟貼⽂的�容並不是

��來�����2跟3我們在�置的��
��就�了蠻⻑的⼀段�間�除了�社�

�享景點���的故事���我們�上�

��⽬�⼤家對���⽅����驗的看

法�跟社�討論��會提到�路上的�

��其實���訊並不是完�正確的�在

⼀來⼀往的互動中�對於社��更�的�

識��⼤�是我們�喜�的⼀部��

�容��

緣� ⼯作��

設�器材

⼼得回�

https://www.apple.com/tw/mac-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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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社群平台�設�發⽂
（２）

⼀開�的��1��定�上⼿繪的⽅式�
現�三�拼湊�來就�是⼀幅畫��⽅式

較����助�看者的⽬光�每�都會�

�合當�主題的⼩���並在�上加上主

題�字�讓⼈更�楚明⽩���容的主

題�⽽每個��的��都是使⽤�個�社

企的logo�⾊�讓整個主⾴看�來更�⼀
�性�

��2-��5則是使⽤照���⽂字�⾏
�⾯的��設計�因為照���直�讓⼤

家看⾒⼟�部�的實�樣貌�再���的

⽂字在��上加註重點�讓不��讀⽂字

的⼈����了��

⽂�的設計上則是�⽤活潑的語�來�

寫��種語�會讓⼈�在��看者對話的

�覺�整�上�較平易�⼈�再�當加上

表����不會讓⼈�覺��沈沈�提升

整個⽂�的豐富度�

��在hashtag的部�加上�較知�的�
��#台東�較�讓更�未�蹤者看到�
�⾃��個�專屬���#台東南� #南
�協會 #�個�社企 #paqeljingse 讓喜
��個�的朋友下�再����更�找到

相關的�訊�另��可�當�貼⽂貼上相

關���3-3紅���則是貼上#紅� #台
東紅寶⽯ #打卡景點�相關���因為紅
���的�海真的超�合當��景點�

��1繪製成果

Instagram主⾴樣貌�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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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社群平台�設�發⽂
（３）

��2���3每��⾯設計

��5-1�5-2 �⾯設計

��1-3 ⽂�

⼟�村���那你們是原住⺠嗎�
沒�錯�我們是�灣��〜

臺東��仁鄉⼟�村
���灣�的原住⺠⽂�
��可⾒�灣�的�刻��和裝置

⼟�部�是什�
我們是少�沒被卑南��治�的�灣�部�
�灣�的五年�相傳是⼈�神的盟約
每五年�辦⼀�

  ��⽬�僅存兩個部���在�辦五年�欸
對���裡就是其中⼀個

⼟�部���為⽑�的故鄉
路旁⼭壁上�許�⽑�的⽯�裝�
��每年3�4⽉間
趁⽑��型碩⼤�⾁質鮮�
鄉�所�會�辦⽑���
※�年因��⽑�⽽�合暫�停辦
⚠�⼤家����環境 �幼⼩⽑�放回去
共同維�⽣�的永續發展

擁����灣��息的⼟�部�
當你��部��⼈的����
便��會部�裡各�的���建�
�⾄⼀�⼀⽊ ��故事 
相信我 你來�便會�上�裡😍

#台東 #台東南� #南�協會 #�個�社企 
#paqeljingse #�仁鄉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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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社群平台�設�發⽂
（４）

Instagram本�使⽤的年�層就���
所�希���由Instagram平台帳�的
建⽴拉�更�年輕�群�

整合�個�社企⽬�擁�的���當�

�⾊��成五個���序漸�的介紹�

每個��三��因為IG�⾯�置本�就
是三�⼀��使⽤三�⼀��的⽅式�

讓每��的主題性�識度更⾼�經由�

�設計���讓主⾴提升品質�在⽂�

的設計使⽤hashtag提昇��率�即便
沒��蹤帳����在��中看到相關

貼⽂�

Instagram �蹤的⼈�截⾄⽬�為⽌共
� 69⼈�在 Instagram 上發了14則貼
⽂+1⽀reel影�+10則貼⽂��計��到
533⼈�得到了506 個讚�26則留⾔�

�36 ��享�

成果效益

Instagram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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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社群經�
（１）

發⽂�容�為三個部�

�⼀�-�⼆�
紅�����⼟�部�的介紹⽂

�三�-�⼗六�
《紅��刊》

�⼗��-�⼆⼗⼆�為
⼟�部�景點介紹����驗

在�點的期間更��點⽇誌�並��

facebook�⾏社群經��宣傳�點⽇誌
�介紹⼟�部�的景點����驗�

6/28 �絲專⾴�辦�更�封⾯照
6/29 更�⼤頭貼照
7/20 �⼀���⼆�發佈
8/24-9/21 �三�-�⼗六�發佈
9/22-9/27 �⼗��-�⼆⼗⼆�發佈

��製作軟�:canva

⼀�經���點⽇誌�⼀�再更��fb的
社群�原�為facebook 社群經��⼀�
我們毫�收���竟現在使⽤facebook
都只�下了我們⼝中的“⻑�”們�但沒想
到家⼈們卻成為了我們的頭��絲�當fb
⼜宣傳了�⼀�的《紅��刊》��家⼈

�是��關注我們��⼜做了什��讓我

們不����就是家⼈啊��論你做什

���是�你放在�⼀位�放在⼼上�並

��們的經��我們�享���我們在�

點台灣所發⽣的�⼀切�

儘�我們平常所使⽤的社群並不是fb�但
神奇的是我們���點的�會⼜重�開�

使⽤�了�個我們⼩���衷於的社群�

�⼀趟下來�我們�發現�fb�代表了另
⼀個客群�我們不使⽤�並不代表其�⼈

不會使⽤�我們⼀開��不知�怎�⽤�

專�所����個�會經�fb�專�我們
的收���是蠻�的��

�容��

緣� ⼯作��

設�器材

⼼得回�

�⽤�專��⼯具��在�佳�段發⽂



facebook⼤頭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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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社群經�
（２）

facebook封⾯照�設計�

服����

�拼貼的�格�現facebook封⾯照��
���了我們⼀點⼀滴的拼湊��台東

南�的故事�照�中�⼭�海的元素�

�代表�臺東依⼭傍海的�景�⽽正中

⼼的�⽂字寫��Stop dreaming and
start doing." 停⽌做�,開�⾏動吧�正
是我們���點所想傳�的�度�

頭貼設計理��

紅���形�−林�珈������形

�−��亭為設計重點���是紅��

��的由來�⼤頭照便�兩⼈的樣貌去

繪製�

右�為�專⾸⾴的�樣

我們�紅����x台東南�的帳�設
定為「社會服�」��由�專來�⾏�

點「⼀⼿服��⼀⼿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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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社群經�
（３）

紅�����⼟�部�的介紹⽂

 
《紅��刊》

⼟�部�景點介紹����驗

�⼀��紅����x台東南� 介紹⽂
�⼆��紅����的�點披�斬棘之路

�三��《紅��刊》�⼀期 0704-0710
�四��《紅��刊》�⼆期 0711-0717
�五��《紅��刊》�三期 0718-0724
�六��《紅��刊》�四期 0725-07314
����《紅��刊》�五期 0801-0807
����《紅��刊》�六期 0808-0814
�九��《紅��刊》��期 0815-0821
�⼗��《紅��刊》��期 0822-0831
�⼗⼀��《紅��刊》�九期 你�我�
�⼗⼆��《紅��刊》�⼗期⼩�介紹−陳三郎

�⼗三��《紅��刊》�⼗⼀期⼩�介紹−林�⽉

�⼗四��《紅��刊》�⼗⼆期⼩�介紹−張��

�⼗五��《紅��刊》�⼗三期⼩�介紹−邱⾦成

�⼗六��《紅��刊》 �⼗四期 再⾒...?

�⼗���部�⽂���是什���

�⼗����巴⾥(sapari)⽂�⼯�室⼟�天主堂
�⼗九��南�四鄉的�景

�⼆⼗��野�

�⼆⼀��⼩�

�⼆⼆��紅�

發⽂�容�為三個部��

⼀�「紅�����專�⼟�部�的介紹⽂」先讓�絲知�我們是誰����專的

⽬的為何�並預告�下來�發布的�容�

⼆�「《紅��刊》�享⽂」�我們的紅��刊�享在�專�⼀⽅⾯希���加宣

傳�另⼀⽅⾯�希����專的�絲��回「�點‧台灣」的�點⽇誌中�

三�「⼟�部�景點介紹����驗」�⼀部�的⽬的是讓�絲更加了�⼟�部�

��景點�和南�的�⾊�產品和野����介紹���⼤家⼀��來⼟�實�參

��

https://www.facebook.com/%E7%B4%85%E8%8F%87%E5%A7%90%E5%A6%B9%E8%8A%B1x%E5%8F%B0%E6%9D%B1%E5%8D%97%E8%BF%B4-109852641777401/?__cft__[0]=AZUOfWwlZwgmTr6pJRacRvc969PYGMOkpM9CVfMi7FpmBrEgBaNzfOgRDXHRlnasVpQmru_-35AynoTHEov5LCbhI5vduhsHv5jBArgilLpfrDGjDLdkVfWZ-dkc4l5QX4Fb962vajY7y6Pe0n4KDBQfAmBrzqDbOkjCks9GyPCiIj803bnvvADFYpEqR7zG6NMDEMyezIzUsy5w3ZiKsr4J&__tn__=-UC%2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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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專中貼⽂的��⼈�截⾄⽬

�為⽌共�170⼈��155個互動���⽅
式�半是因為�結�

其中�擁��⾼��⼈�的貼⽂為「紅�

�刊�五期」���⽂主��享

「Instagram �佳發⽂�間」�可�對於
�絲來�是�較�興�的主題�

⽽擁��⾼留⾔���讚���互動��

�為�⼆�「紅����的�點披�斬

棘」�可⾒⼤家對於�專�是�⼀定的�

奇度�

FACEBOOK 社群經�
（４）

紅�����專���⼈�為180位�
參訪⼈�126位�貼⽂��讚�共55個

紅�����專 �台��成果效益



打個吃披��益�⾞
宣傳影�

（１）

服�是�線上為主�所���個�討論出

的結果是我們製作影��本��鏡���

影��製����個�負責拍�影���

的畫⾯�

在討論���我們�定�⼀�鐘�的短影

�來�引⼤家的注意⼒�Anyi�希�影�
���單��讓⼤家明⽩打個吃披��益

�⾞�影�的�容是從�⾞的故事到披�

的產出���再�影�上�到社群平台

上�希��讓更�⼈知�打個吃披��益

�⾞�

在跟Anyi��話的����到打個吃�
⾞�Anyi��希���⼀⽀回�給⼀直⽀
�打個吃的朋友們的影��⽽我們在�來

思考除了回�給�往⽀�的朋友們��可

�作為讓更�⼈看到打個吃�⾞的⼀個�

介�所��定做⼀隻�⾞宣傳的影��

6/24-7/1 影�提�
7/4-7/10 �鏡�本製作
7/11-8/14 交由�個�拍�影�畫⾯
8/15-8/21 討論可�做使⽤的鏡頭�
���重�補拍的畫⾯

8/22-9/1 �個�補拍畫⾯
9/2-9/11 影�初�
9/12-9/18 影��製完��上字�

影�素材:由�個�提供
��軟�:Final cut pro 設�:Mac mini
�景⾳�來源:Artlist (���證明)

很���個�讓我們在影�企劃上�個部

�⾃由發揮��其實代表了�們對我們的

信����都被�定了�那我們當���

��⼒�雖�我們�先製作�鏡��但由

�個�來提供畫⾯就很�在開�喜包⼀

樣�因為沒辦法實�到場參�拍��所�

不知�會得到什�樣的畫⾯�蠻��的�

在看到拍�的畫⾯����受得到展�哥

在拍�畫⾯的����費了許�⼼⼒��

竟畫⾯是��經�思考�����找�的

拍�⾓度�才�拍出�看的畫⾯���點

�了讓我們更想把�⽀影�做�的那��

���蠻喜��樣�⼯合作的�式�因為

更�讓我們培���個�之間的���

�容��

緣�
⼯作��

設�器材

⼼得回�

Pag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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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開�先在youtube看⼤量的宣傳短���⾞相關的影��再思考打個吃披��
益�⾞�讓⼈看⾒的部�是什��就向�個��⾏影�企劃的提���我們意�的是

竟�⼀�就��了���再�⾏畫影�的�鏡�給�個��除了�����會再加上

⽂字�明�讓�們更⽅便�⾏拍��

�終確�完所�畫⾯��便開����製的⼯作了�在��的��上其實�蠻順利

的�⼤�上就是照�當初規劃的�本來去����來��完��開�上字��放上�

景⾳��⾳��格是�較��的�奏明確�會讓⼈�想到度假中那種��的�圍��

�中⼀直覺得��少點什��所��定把影��製�⼀下⾊��我們覺得打個吃披�

�益�⾞�����讓我們�想到了�天��的太陽�就�是冬天��⼀定是暖陽�

⽽且本��⾞的顏⾊就很引⼈注⽬�所�在顏⾊上我們把�⾊�-�⾊��⾊���
��⽽�暖⾊�紅⾊拉⾼�再�加了⼀點�⾊的⾊�����影�的�和度再�⾼⼀

點�讓整⽀影�更��天的味���⽀影�就完成了�

影�成品

影��鏡�

打個吃披��益�⾞
宣傳影�

（２）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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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1�鐘�的短影��式�現�
為�年度的�⾞宣傳影��⽽影���

Instagram發⽂計畫-��5⼀�發佈�
上傳到reel提⾼��率�⽽影��確實
�得了�預期⾼的點讚���看���

���個⼈轉發了�個影���⽀影�

�來��放在�個�的facebook�官�
作為宣傳使⽤�

由於影�較晚發布的關��所�影��

�為單⽇���影��計�放��為

373����到284⼈�得到了56個讚�
3則留⾔��8��享�

成果效益

影��台��

打個吃披��益�⾞
宣傳影�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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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你�我�
（１）

從�理環境��在��⼟�上的�個�社

企��在�裡⽣活的四位⼩�們�紀�⼩

�們的故事��種植的作物���介紹�

們所種植的植物����個��⼩�們⾏

�所推出的��產品�

�初在思考�⽅誌�做什�主題的���

�天在�個�社企的Facebook看到��
產品的�品介紹���在���驗上看到

了關於⼩��驗�紅������想到了

��作物⼀定�負責種植的�⺠�於是�

⽅誌的主題就���⽣了�在��⼟�上

⽣活的�個���⼩�跟�們的作物�

7/1-7/10  製作⼩�的採訪
8/15-8/21 �⽅誌�容���改討論
8/25 實�到社�採訪⼩�
8/26-8/28 採訪�⾳檔轉成⽂字稿
8/29-9/4 ⽂��寫���繪製���
9/5-9/18討論�正�容
9/19-9/30 增加⽂��更改�⾯�置

��設計:Adobe Indesign
��:Procreate、Adobe Illustrator
�⾳器材:iphone

實�到社�採訪⼩���發現�們都很�

��⽽且各⾃對⾃⼰所種植的作物都�⼀

套⾃⼰的⽅法���由種植作物得出了屬

於⾃⼰的⼈⽣哲理�我們在採訪�們的�

�中��被�們的��給渲�了�當初�

定採訪⼩�的原因就是因為“�⼈的�⽅
就�故事”，我們�為��故事�常的難
�可貴�所���⽅誌紀�了��故事�

設⽴�個的主題⽬的是讓看到�⽅誌的當

��⼈�����社�的�同��提升�

年�鄉的意願���使��的�客對⼟�

部���⼟��更�⼀步的�識�讓社�

的價值被看⾒�

�⽅誌�放到官���社群平台作為產品

宣傳的⼀部��讓產品���的�結性更

⾼������客的共��

�容��

緣�
⼯作��

設�器材

⼼得回�

成果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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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你�我�
（２）

�問種植�⼩�是�的本�嗎��是從何

�開�種植的��

⼩�為台灣原住⺠��古�的�⽤作物�

�被視為�神�的作物��對於�⼩��

��厚���結嗎�

��為種植�⼩��重�的事�為何�

��記得�⼀�成功種植出來�⼩�的⼼

�嗎�

�問��到現在種植⽅式�經�改良嗎�

�⼩��所�異嗎�

因為成熟的⼩�容易�引⿃�來吃�⽽�

的�夫⽤�串結����⾃製趕⿃器�利

⽤�⾳趕⾛⿃��問�是⽤什�⽅式��

�沒������刻的⼀�抗爭��

�問�種植�⼩��到�⼤的困境為何�

���享⼀下當�的�況和�是�何克服

的�

�問�每天都看到⼩�會不會覺得很��

�是很享受其中��

�問�⼀直堅�下去的原因為何�看到別

⼈買你種植的�⼩�會�成就�嗎�

�⼩�可�製作成年��湯圓����和

A Bai��理��問��喜�哪⼀種製作
⽅式�為什��或是�其��別的�理⽅

式嗎�

�⾦�⼩� 採訪稿
1.

2.

3.
4.

5.

6.

7.

8.

9.

10.

服����

�者的話

⼟�介紹

社�介紹

關於�個�

⼩�介紹

植物介紹

�記

�⽅誌紀�了⼟�部���個�社企�四

位⼩����們種植的作物−紅��樹

⾖��⾦�⼩��刺���們之間其實是

環環相扣的�

�⽅誌�容規劃�

我們針對不同的作物設計了不同的訪綱�

因為我們原先是不�識⼩�的�所��定

�作物不同的�性�⼿設計訪綱�

採訪��

採訪⼩�其實當下�蠻緊

張的�但⼩�們都很�

切��很願意跟我們�享

�們的故事�因為��⼩

�們不只是種⼀個作物�

所�我們會先問�的個⼈

故事�再�到�們種植的

作物�每個作物都�不同

的�性�我們�會問種植

較�作物的⼩��哪個作

物�較��其�部�就是

�我們的��應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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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你�我�
（３）

�⽅誌紀�了⼟�部���個�社企�四

位⼩����們種植的作物−紅��樹

⾖��⾦�⼩��刺���們之間其實是

環環相扣的�

我們針對不同的作物設計了不同的訪綱�

因為我們本�並不�識⼩��所��定�

作物不同的�性�⼿設計訪綱�

⽂��寫

�字稿

在採訪完�⼩���我們建⽴⼀個⽂字檔

�所�的⾳檔轉�成�字稿�並�重點�

���的�容都加��記�在整理���

我們發現⼩�們都是⾦句⽣產器����

��們⾃⼰⻑年種植所�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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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你�我�
（４）

整�設計為�古�格；在字�上使⽤��

�線的宋��是早期�刷�代的產物�所

�本�就具�年代�；在�⾊上使⽤較�

和�古年代��⾊���彩度��明度的

�⾊作為�⾊�再��古典⾊��暗⾊�

的�⾊��紅磚⾊������墨�⾊�

��⾊���打�厚重且溫暖的�圍�

�⾯�置

除了照����我們�定設計⼀�⼩��

來豐富�⾯�的���格�⼿繪的⽅式為

主����⽔彩的�刷�⾏繪製��現較

�古的�格�

��設計

⾊彩�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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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困境/⾃我�思

社�事���
��的溝�⽅式
訊息����亂

暑假剛�是旅���社�那�其實每天都

��常�的活動�跑�⼿上��其�的計

畫在推動����可�沒辦法�理我們�

�的事��所���約定�的�度就會再

�����就會�到所�的事��部卡在

⼀������會�常趕��間不�⽤�

我們�為�是往�再�到�樣的狀況�我

們�先��做的部�先往��動�⽽不是

就�整個�度卡在那��制定�的計畫是

�的�但⼈是活的�是可�彈性�整的�

在整個線上服�的期間�我們雙⽅訊息�

�話的往來����的傳��都在同⼀個

�天室��樣會容易�不�楚哪�才是重

�的訊息��晰的溝��協作�是重�的

⼀環�因為���可�會因為訊息太��

⽽�重�的部�洗掉�我們應該�⽴另⼀

個�間���端硬���每�服�執⾏的

�度���丟到�端硬�上��訊息��

��隔開來�

社�事���

��的溝�⽅式

訊息����亂

�線上�⾏服�的⽅式�所�在雙⽅�⾏

溝��⼀定是���團隊����訊傳�

很難完��免���我們應該�主動關⼼

社�的狀況�並提�詢問社�在執⾏上�

沒��到什�困難��不��幫助�⽽不

是�到開會那天才詢問��樣就��更�

�間轉�執⾏的⽅���較��免服�執

⾏��的�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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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社�服�不是為

�們做了什�

⽽是我們和�們

⼀�做了什�

�兩個�⽉的線上服�+��社�短

暫的兩天⼀夜�間其實咻⼀下的就�

去了�雖��是服��但我們�為在

�兩個�⽉的�間我們收�的更��

我們在�個��中⼀�服��⼀�學

��雖�我們的服�成果��中不⾜

的�⽅�但很��社�⼀路上�來的

�定�我們�在�神上得到了成⻑�

看�⼟�部�的�⼈們願意繼續留在

��孕�⾃⼰的⼟�上付出�是��

�⼈�動的⼀件事�

只��讓�⼀點點⼈看⾒⼟�部�的

����個�的�⼒�我們��的服

�就不�⽩費功夫��相信�⼀趟�

別⼜奇�的旅�會在我們���個�

的⼼中留下⼀段��的記憶�

"�⼤�就是線上服�的�覺吧�������

看�看�楚對⽅的�樣�

其實�是沒對到焦�

但不得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