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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服務進行方式	

一、前言 

藉由居住在當地（蹲點）參與族人生活，並融入族人日常作息以深入了解達

魯瑪克。本次蹲點服務項目有二：一是製作部落誌，將蹲點期間所見所聞整理成

文字及影像內容，並整理成冊出版一本雜誌。其中，部落誌內容預計收錄蹲點學

生的蹲點日常雜談、蹲點日誌以及部落人物專訪。二是製作達魯瑪克部落宣傳／

形象概念短片，將部落的地景特色以及獨特的部落文化以輕快、活潑的方式呈現

出來引人入勝。素材搜集方式以每日蹲點日誌之影片素材為基礎，並額外拍攝特

寫鏡頭等，並將短片主題著重在部落的小米收穫祭，以期每年吸引觀光客來參與

部落盛事。 

服務內容、預期成果與期程規劃如下表： 

項目 時間規劃 內容 預期成果 

部落誌 素材收錄 7/8-7/23、

雜誌編輯 7/24-8/23 

將蹲點期間所見所聞

整理成文字或影像故

事，並編輯成一本「雜

誌」。 

將在地知識與故事編輯

成「誌」。部落誌作為一

種紀念，也可以讓看見

的人更認識部落。 

達魯瑪

克形象

短片 

素材收錄 7/8-7/20、

影片編輯 7/20-7/23 

將部落的地景特色以

及獨特的原住民文化

剪輯成一部宣傳影片。 

以部落在地的人文、地

景特色或是部落文化組

合 而 成 的 「 概 念 宣 傳

片」，可以使部落利用於

各種介紹部落的場合。 

二、部落誌 

部落誌的素材搜集以我們在蹲點期間搜集之素材為主，以網路資料為輔。網

路資料如「部落介紹」或「部落議題」報導等相關資料，用以引用與參考。部落

誌內容主要分為蹲點學生專欄、人物專訪以及蹲點日誌，而部落之收穫祭內容則

主要以照片方式呈現。部落誌內容搜集方式為蹲點學生進行田野調查，並就田調

內容書寫成田野筆記，每日整理後撰寫成一篇蹲點日誌；以及每日拍攝之影像整



理歸檔，並挑選適合作為部落誌內容呈現之相片。蹲點日誌素材搜集與撰寫之簡

易示意圖如下： 

 

部落誌預計以電子雜誌形式呈現。雜誌內容以 Adobe Photoshop CC 2017 進

行編輯與總排版，編排完成之後直接以 PDF 或 PNG 之形式進行輸出。部落誌內

容搜集與製作編輯作業之簡易示意圖如下： 

 

三、達魯瑪克形象短片 

形象短片內容搜集方式與部落誌相同，主要以蹲點日誌與每日蹲點搜集之素

材為主。若有其他需要補拍之鏡頭畫面或需特別呈現之畫面則另外拍攝。達魯瑪

克形象短片以「蹲點日常」與「部落收穫祭」之畫面為主要呈現方針，目的一在

於，期望能以此短片作為族人在介紹部落時使用，讓大眾對部落的日常與活動更

有畫面得以更加了解部落。對於族人與外人而言，皆能用以輔佐更了解部落並吸

引他人至部落觀光。形象短片預計執行期程之示意圖如下： 

 

形象短片預計以威力導演進行剪輯，並以 Adobe After Effect CC 2017 進行後

製作業，如調色、調光等。製作完成後以基金會要求之規格以及一般 MP4 規格

進行輸出，並交予基金會備查與提供部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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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服務使用器材與設備及其來源	

項目 數量 設備名稱∕規格 來源 

單眼相機 1  
暐程自備 

夾式麥克風 1  

數位攝影機 1 
SONY Handycam 數位攝影機 AX 系列 

型號：FDR-AXP55 

國 立 屏 東

大學 

空拍機 1 
DJI Phantom 3 空拍機 ADVANCED 版(HD) 單

電版 

腳架 1  

筆電 2 MacBook Pro 2013 Late 自備 

第三部分	 前置準備工作與時間	

項目	

時間	

6 月	 7 月 

01 02 15 28 29 1 2 3 4 5 6 7 
行前	

訓練營	
● ● 

 
         

蹲點部落

現勘	
  ●          

行前	

進階課程	
  

 
● ●        

搜集	

部落資料	
  

 
  ● ● ●     

租借、	

測試設備	
  

 
     ● ●   

準備	

颱風備案	
  

 
      ● ●  

工作分配

討論	
  

 
       ●  

採買、	

整理行李	
  

 
        ● 



第四部分	 服務過程文字與影音記錄	

一、部落誌 

由於部落誌主要以蹲點日誌進行延伸，故製作部落誌的服務過程以蹲點日誌

呈現為 適當之內容。另如蹲點學生專欄，廷仲是以「在達魯瑪克的一天」作為標

題，撰寫抵達部落蹲點之後每天幾乎都會碰到的大小日常。以和煦陽光開始，以日

月交輝與夜幕垂垂的離別結束，象徵蹲點學生與蹲點場域之間的連結並不是結束，

更是新開始的誕生。 

 

	 	

	

在部落進行紀錄的過程，並不像我們所一開始想像的那樣順遂。雖然原本就沒

有期望部落應該是什麼樣貌，但是幾乎從零開始的田野調查， 後一層層揭露部落

神秘的面紗，著實讓我們體驗到不論是部落族人的日常或是社區工作，都是那麼的

特別與辛苦。 

 

  



在服務過程中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我們有一篇人物專訪。人物專訪是因為在

我們蹲點的過程當中，我們接觸了部落婦女會的陳秀紅會長。我們看見了她無私地

為部落付出，並以文化工作為己任在籌備不論是部落小學的沈浸式母語教學抑或

是部落與小米有關的祭典，都能有條不紊甚至是能帶動整個族人一起做事的能力。

另一部份，秀紅會長也在我們蹲點期間相當照顧我們，不但與我們侃侃而談部落的

大小事，也帶著我們參與部落的活動。 

 

   
 

 
 

蹲點結束後，我們將搜集而來的素材運用製圖軟體編輯成誌。在過程中比較困

難的地方是，由於我們並不是相關科系出身，因此對於軟體的使用與雜誌的編排並



不上手。因此，我們選擇《小日子》雜誌作為風格模仿的參考書目。而之所以會選

擇使用製圖軟體作為編輯工具的原因也在於，欲使用之圖片可以直接在軟體編輯

並複製圖層，且製圖軟體功能之強大，較能符合我們的需求。編輯過程與畫面如下

方示意圖： 

 

 

 	



二、達魯瑪克形象短片 

形象短片之素材搜集與蹲點日誌同步進行，故服務過程基本上就是每日的蹲

點行程。在搜集素材的過程中，我們除了會每日規劃要拍攝什麼主題（如空井、青

年工作畫面或部落課程）以外，也會臨時進行一些族人的訪談。每日我們都會整理

當天拍攝的素材，並且事先預想要怎麼製作影片，在意識到可以怎麼做卻少了一些

重要的鏡頭的時候，我們就會再規劃進行補拍。整體而言，形象短片的服務與製作

過程都與蹲點日誌沒有太大的差異。唯一不同的地方在於，由於是要呈現「達魯瑪

克的美」在這個概念之下，有一些鏡頭是有特地篩選過。換言之，某些運鏡並不像

蹲點日誌一樣有可能是「隨手拍攝」的感覺。 

形象短片之製作係使用威力導演進行剪輯，並以暐程為主要執行者，廷仲負責

概念提供、討論與支援。 

 

 	



第五部分	 預期效益與服務成果	

一、預期效益 

（一）部落誌 

期望能透過這本雜誌傳達給族人以及其他人，我們在蹲點的過程中究竟發生

什麼事情。以及，希望能藉由雜誌的出品讓大家更理解達魯瑪克，不論是部落本身

或是重要幹部與族人。另一部份，由於雜誌的內容有紀錄關於部落祭典的在地知

識，我們也希望能藉由這樣的文史／祭典紀錄，協助達魯瑪克保存關於文化的知識

內涵，使文化傳承工作能更加順利且容易。 

（二）達魯瑪克形象短片 

形象短片之靈感來源於「蹲點・台灣」行前訓練課程。我們在課程中看見了學

生替部落製作的宣傳片，對部落的好感與觀感提升不少。同理，我們欲使用類似的

手法來製作達魯瑪克的形象短片。不同的是，我們以類似「一日遊」的概念，帶領

觀眾跟著影片的節奏與步伐認識達魯瑪克。從地理環境，山高水長，再到部落在地

知識、故事與歲時祭儀，都是我們試圖想帶入並切入核心的命題。因此，形象短片

的預期效益有二：對部落與族人方面，我們希望藉由此影片展示部落的特色與文

化，族人可藉由此影片向更多人介紹達魯瑪克，甚至是更加認同自己部落的「美」；

而對外人方面，則是藉由欣賞影片增加對部落的好奇，進而願意進入部落，體驗部

落的文化或是參與部落的活動。我們期待被吸引的人，實際走訪或繼續向他人介紹

部落，或許有那麼一天，就會吸引到認同部落文化的人加入部落的行列，不論是參

加部落青年團抑或是在當地工作。 

  



二、服務成果 

（一）部落誌 

服務成果以製作完整一本部落誌為 後呈現，全誌以 B5 尺寸進行編排，不含

封面、扉頁與版權宣告頁共計 57 頁。以蹲點學生專欄、人物專訪與蹲點日誌作為

部落誌主體。部落誌之封面設計與內容編排皆由廷仲獨立完成。 

 

 

    



  

  

雜誌收錄之蹲點日誌，以部落格日誌原文刊載。另同步收錄蹲點心得與在地故

事心得，並調整版面使其更加美觀。期望蹲點學生的進駐一方面也可以讓部落的族

人理解，我們曾經在部落的足跡為何。  



（二）達魯瑪克形象短片 

形象短片的成品，主要脈絡為以空拍機鏡頭畫面，地理、自然環境（如溪水、

昆蟲爬行與溝渠等），部落街道房屋以及重要地標等作為開頭。目的是希望透過這

些鏡頭告訴觀眾「影片所屬背景即為達魯瑪克部落」，並藉由廷仲走入街道的畫面

正是帶領大家進入達魯瑪克的世界。 

第二部分則由歲時祭儀的鏡頭，讓大家感受部落文化的視覺衝擊。比如青年團

聚集在頭目家學習祭典儀式、受訓以及收穫祭的重頭戲之一，鞦韆傳情。收穫祭之

於部落與族人之間，是相當隆重且重要的祭典；對於不認識達魯瑪克的人而言，卻

是更快，更容易，也更直接認識部落文化的管道之一。族人整齊劃一的舞步，細緻

精美的族服與展現力與美的各項趣味活動，族人們透過這樣的方式歡慶豐收，也感

謝祖靈。 

 

 

 

後一部份則是以青年之夜的畫面結束。雖然說是叫青年之夜，青年作為這場

活動的主體，然而，卻不只是如此。因為整個部落的族人都動起來了，大家齊聚一

堂慶祝，整個氣氛好不熱鬧。我們相信參與到的所有人都會覺得是難忘的經驗與體

驗。藉由這三大部分的剪輯，我們認為形象短片可以提供一些誘因，讓不知道達魯



瑪克或是還在觀望的大眾，都能願意花一些時間，來體驗屬於東魯凱文化的熱情。 

       

 

（三）族人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