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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進⾏⽅式 

1. 帶領懷舊課程 

與社區發展協會溝通討論後，

在蹲點期間，我們平日的工作地點

是社區的「文化健康站」（下文以

「文健站」簡稱之）。而在文健站

的早上都有安排給長輩們的課程。

因此，以社區在地美食為主題，我

們負責兩堂懷舊課程，課程一開始

先由當地長輩示範料理作法，再由我們帶領懷舊討論課。 

文健站以往也有「懷舊課程」，讓長輩們回憶過往、分享自己的生命

歷練，但從未以「食物」為主題，因此，我們所帶的兩堂課分別是「小米

醃肉」及「飛魚炒辣椒」。「小米

醃肉」是泰雅族的傳統家常料理，

東岳部落居民皆為泰雅族，但文健

站的長輩們有些是在東岳土生土

長，有些是從其他泰雅族部落嫁來

的，對於醃肉的做法都有些許不

同，透過這堂課，長輩們相互分享

「小米醃肉」的討論課程中，阿嬤們分

享自身故事。 

透過繪畫發想，在「飛魚炒辣椒」的課

程中，阿嬤們分享自己的創作想法及相

關回憶。 

 



	

	

自身的做法及對這道菜的想法；「飛魚炒辣椒」則是東岳近期出現的料理，

在其他泰雅族部落，並沒有飛魚，但在東岳，因為與靠海的漢人交換貿易，

獲得獨特的飛魚資源。由長輩們示範「飛魚炒辣椒」後，我們以延伸繪畫

的方式引導阿嬤們分享與飛魚、與部落相關的故事。	

	
	

2. 拍攝紀錄、傳遞在地故事 

因社區發展協會主要希望我們多拍攝社區，用以推廣東岳。因此結合

「蹲點 · 台灣」活動需求，我們將每日影片的主題從「每日蹲點紀錄」

擴大為談話性式的「在地故事訪談」。 

過程中，我們邀約受訪者、

拍攝剪輯到最後的網路宣傳，嘗

試透過影音作品，將在地故事傳

遞出去。採訪的人包括暑假來文

健站工作的工讀生們、當地長者

與孩童、負責社區發展的返鄉青

年等。 

  

每日影片主題皆是提前發想，以「談話性

節目」方式跟當地人聊聊東岳，希望能使

更多人看見東岳之美。 



	

	

 

⼆、 服務使⽤器材與設備及其來源 

1. 懷舊課程： 

(1) 食材及料理鍋具：由社區

發展協會提供處理。 

(2) 上課⽤具：麥克風、黑板，

由文健站提供。 

(3) 美術材料：圖畫紙、彩色

筆，由文健站提供。 

2. 拍攝在地故事： 

(1) 攝影器材：數位單眼相機、腳架，自備。 

(2) 剪輯器材：筆記型電腦，自備。 

 

三、 前置準備⼯作與時間 

1. 懷舊課程： 

（1） 蹲點前：與協會不斷討論，確定課程主題 

在正式蹲點前，我們已事先前往東岳與社區發展協會負責人討

論服務內容，接待我們的欣美姐安排兩堂課程讓我們進行服務。在還

未決定是以「食物」為主題前，我們想透過「戲劇肢體課程」讓長輩

此為製作「飛魚炒辣椒」所需之食材，

皆由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們發揮創意、活動筋骨。但在暑假期間，欣美姐告訴我們可以「食物」

為主題，較為活潑且長輩們會有興趣，菜色及食材由協會安排，並一

同討論出「懷舊課程」的形式帶課程。 

（2） 蹲點中：檢討調整、相互配合 

蹲點的第四天就要帶第一堂課「小米醃肉」，當時我們僅設定為

「懷舊討論課」，所以事先擬定一些要討論的問題，讓來文健站上課

的長輩們分享討論。但在第一堂課後發現，僅是分享、討論略顯單調，

因此在第二堂課「飛魚炒辣椒」的前置作業時，我們在圖畫紙上事先

畫好固定的幾何形狀，讓長輩們以其發想，畫出屬於自己跟飛魚、跟

料理、跟社區的故事。將想法構思完畢後，與在文健站負責統整課程

的照服員說明，她表示這些用具，文健站平時都會使用，因此可以由

文健站提供。 

 

2. 拍攝在地故事： 

（1） 蹲點前：熟悉剪輯軟體，初識在地⼈物 

在還未蹲點前，我們對於剪輯軟體都尚未熟悉，因此藉著暑假期

間，研究相關軟體並且學習。對於從未接觸過的東岳，很幸運地是，

我們擁有過去幾屆蹲點於東岳的學長姐經驗得以瞭解，因此，我們詳

細閱讀學長姐過往的日誌來補充東岳的在地小知識。 

（2） 蹲點中：積極詢問採訪意願 



	

	

做過些許東岳先備功課後，蹲點初期，開始認識東岳當地人，我

們每日討論想找尋的受訪者名單，主動詢問、確認其訪談意願後，即

開始構思訪談主題及問題，因應「每日影片」的需求，不會每天皆有

受訪者，因此會事先排定排程、確認影片產出日期並妥善分工。 

  



	

	

四、 服務過程⽂字與影⾳紀錄 

說！記憶中的傳統美⾷ 

早晨七點，刷⽛洗臉前往那間終於開了的部落早餐店吃早餐，⼀邊討論著我們即將

上場的課程。這是我們帶的第⼀堂課，有種關公⾯前耍⼤⼑的錯覺，畢竟這裡的阿

嬤們所經歷的⽣命經歷是我們的三倍，甚⾄是四倍，我們卻要帶領她們⼀起「懷

舊」傳統美⾷。 

這道菜是泰雅族的傳統美⾷「⼩⽶醃⾁」，因為古早獵⼈上⼭的時候需要把⾷物保

存，所以最直接處理這些⾷物的⽅式便是在⾁上抹鹽醃漬，⽣⾁放幾天因為醃漬的

關係就可以⾷⽤了。也有⼈說，因為以前沒有冰箱，所以藉由⼩⽶醃⾁的⽅式保

存，然⽽不同的部落可能⽤不同的材料醃⾁，有些部落沒有⼩⽶，所以就會⽤稻

⽶，在課程開始前我們也問到⼀個阿嬤是從苗栗嫁過來的泰雅族⼈，他們那邊也沒

有⼩⽶，所以使⽤的是「糙⽶」醃漬。 

  

課程開始前，⽂健站的照護員巧穎姐帶著我們先處理⼩⽶，因為在醃漬之前⼩⽶必

須先處理過。將⼩⽶丟⼊⽔中，慢慢讓⽕⼀起燒開，但⼜不能讓⼩⽶太熟，⽽是要

保持在半熟的狀態，因為醃⾁的時候他還會再熟，等到差不多的時候，就⽤冷⽔沖

⼀次，再將它瀝乾，就可以了。 

  

巧穎姐姐是南澳鄉碧侯部落的⼈，但他們也有⼩⽶醃⾁，⽤的不是⼩⽶，是⽩⽶。

姊姊跟我們分享，她是⾧⼤之後才看媽媽學的，她也分享爺爺跟他說，以前⼩⽶醃



	

	

⾁的⾵味是隨著那個⼈的⼼情不同⽽有不同⼝味，所以調味並沒有固定的標準，很

多以前的流程都會依每個⼈有所改變，她說甚⾄連當下的⼼情都會影響料理的⾵

味，就像是獵⼈上⼭前不能吵架⼀般，以前的⼈會認為若吵架會獵不到⾷物。現在

的⼈做⼩⽶醃⾁也會加上不同的東西，像⾺告、蒜頭都會讓他有更多的⾵味。 

  

⼤概告了⼀段落，我們便在⽂健站上課地點等待阿嬤們的到來。有⼀位爺爺總是只

來量⾎壓（少數的男性），其他阿嬤看到他便跟他說今天要教⼩⽶醃⾁，要他留下

來上課，還稱呼他為⼤師，他也少⾒的向前⼀步看了放在前⾯的⾁跟⼩⽶。我聽到

他們的對話也好奇的去問了爺爺，他會做⼩⽶醃⾁嗎？（當然剛剛已經聽到了對

話，只是⼀個開頭）他肯定的回覆我，我便繼續追問下去，那是怎麼學的，有⼈教

你嗎？他卻回答我：「看著看著就會了，那是『天性』」。 

  

接下來⼜問了⼀個阿嬤，她告訴我她是苗栗的泰雅族，不是本地的東澳⼈，是後來

才嫁過來的，在他的家鄉製作⼩⽶醃⾁的⽅式不太⼀樣，適⽤「糙⽶」製作。 

  

課程開始，這堂課巧穎姊姊幫我們邀請了理事⾧夫⼈在前⾯帶頭製作，每個阿嬤都

看得⼊神，儘管每個⼈都是⼤廚，都早已駕馭這道料理許久。製作⽅式並不難，在

⾁上塗抹鹽巴，取適當的量，每個家庭可能有不⼀樣的習慣，⼩⽶醃⾁製作完畢、

封存於罐中，理事⾧夫⼈說放三天之後就可以燙來吃，如果想要吃⽣的那要放⼀個

禮拜。 

  



	

	

接著就是由我跟雅旭負責主持的懷舊系列課程，雅旭⾸先在前頭主持，帶著阿嬤們

討論記憶中的傳統美⾷。⼀開始擔⼼沒什麼阿嬤回覆，沒想到當課程開始，每個阿

嬤都不停地述說⾃⼰的故事，整堂教室變得熱鬧烘烘，⿆克⾵這頭有⼈在分享，另

外⼀桌也有分享。坐在其中⼀桌的阿嬤們年紀⽐較⼤，經歷過更古早的時代，他們

告訴我們以前祖先在⼭上有種⼩⽶，所以會做⼩⽶醃⾁，也是爸爸媽媽做看了就會

了，還要在⼭上⾃⼰處理⼩⽶，然後醃這樣。但現在沒有⼩⽶了，就沒有在做，也

沒有再吃了。另⼀桌則是說⾃⼰的家鄉沒有⼩⽶醃⾁，有些是嫁過來的，所以是來

到這裡才開始學⼩⽶醃⾁，有些⼈喜歡吃，但也有些⼈沒有那麼喜歡那個味道，甚

⾄因為⾝體不好，所以不太能夠吃了。 

 

課堂結束後，我們反思這堂第⼀次帶的課程，雖然符合「懷舊課程」讓阿嬤們盡情

分享的宗旨，但因各⾃急著分享、場⾯有些失控，雅旭擔⼼是不是這堂課沒做好，

去問照服員姊姊，姊姊告訴我們以前的懷舊課程也都這樣，因為每個阿嬤都有⾃⼰

的故事想要分享，他們⽐較不會等其他⼈分享完，所以就會直接開始討論。雖然跟

預料的不⼤⼀樣，但這堂課的確讓每個阿嬤都分享了⾃⼰的故事、回味起屬於⾃⼰

的「⼩⽶醃⾁」，很開⼼就好了。 

  



	

	

⾶⿂炒辣椒開始！ 

  

課程的開始，巧穎姊姊將⾶⿂發下去（這些⾶⿂是在好前⼀陣⼦就買的，因為現在

不是⾶⿂的季節），讓阿嬤們⼀起剝⿂。阿嬤的⼿⼗分靈巧，總能將⿂⾁順利地跟

⾻頭分離，其中⼀個阿嬤告訴我，他們⼩時候就有在吃⿂，但那時候都是直接拿起

來吃，剝⿂的技巧是後來花蓮那邊傳過來的，阿嬤儘管⾛路已經不太⽅便，⼿仍然

活動⾃如，他說平常下午在家看電視，有時候便會⼀邊剝⿂。 

  

前⽅⼀邊切著糯⽶椒、辣椒，⽽⼀旁聽課的⽼⼈也沒有停著，不停地剝著⿂，我詢

問阿嬤⾶⿂的名字，因為之前總是聽到「Dobiyo」這個名字，不僅是社區觀光協會

的名字，在社區附近的看板中也很常看到⽇本時代後許多⼈以 Dobiyo 稱呼東岳。⽼

阿嬤們告訴我，⾶⿂的泰雅族名字叫做 ba-ba-ka-‘cyux。ba’ba 是⽿朵的意思，’

cyux 是泰雅族「⿂」的意思。後來回到家，我們問了東哥跟 Yagu 姐，他們告訴我

以前沒有聽過這個名字，他們說應該是⽼⼈家發明的，因為像是苦花⿂這種常⾒的

⿂類，在泰雅族裡都有⼀個專⾨的名字，可能是因為東岳這裡才有⾶⿂，在泰雅語

裡沒有這個字，以前⽼⼈家就⽤「有⽿朵的⿂」來稱呼這些⿂。 

  

前頭製作著⾶⿂炒辣椒，阿嬤們總專注地看著。其中⼀位阿姨帶頭煮完菜後，我們

便開始準備的課程，這堂課的第⼆階段我們邀請阿嬤們跟我們⼀起畫畫，我們先在

圖畫紙的中央畫上⼀個圖形（可能是⽅形、圓形、三⾓形等），然後讓阿嬤們各⾃

衍⽣成與⾶⿂相關的故事或事物。⼀開始對於阿嬤有些困難，因此我們先畫了幾個



	

	

圖作為範例，把那些圖形⽐喻成⿂的眼睛，或者是烤⾶⿂的烤桶。後來阿嬤畫出的

圖形都各有特⾊，從阿嬤畫的東西也可以看⾒他們可能在意的不同想法，有些畫

「家」，儘管都畫「家」，但有些在旁邊畫的是美麗的花朵，有些畫⼩⿃，還有⼈

畫⾃⼰的孫⼦，也有⼈畫⼩⽶，也有⼈畫⾶⿂。 

  

阿嬤們畫完畫之後，我帶著阿嬤們分享⾃⼰的畫，就像是阿嬤們豐富的⽣活經驗⼀

般，每⼀次他們的開⼝對我⽽⾔就是⼀種學習，雖然可能字句⽐較短、簡單，或者

要花很⾧時間才能理解⼀個意思，但我看來不太想是阿嬤們不願意分享，⽽是因為

我們的語⾔有些距離。阿嬤們充滿著故事，藉由畫⾯去理解阿嬤們內⼼所在意的事

情，再藉由⼀次⼜⼀次的詢問，去反覆對證⾃⼰的猜測是否正確，猜錯沒關係，講

出來阿嬤才會糾正，⾄少在這個過程中，能夠更貼近阿嬤的經驗，對我⽽⾔也是⼀

種學習。 

   

每⽇採訪之尋⼈啟事 

  

每天的影⽚儘管採訪了社區不同的⼈，但並⾮我們要⽤於紀錄⽚的內容，我們藉由

每天的採訪希望讓當地⼈⾃⼰去敘述⾃⼰的故事，畢竟紀錄⽚會有我們所構想的脈

絡，還有想要講的單⼀事件，但每⼀個⼈在每⼀天的影⽚中所代表的不僅是東岳，

是個⼈、或是組織，可以更全⾯的述說屬於東岳更多我們所沒有討論到的故事，並

且讓東岳能真正被看⾒在地的故事。 

  



	

	

簡單討論完之後，我們打算隔⼀天再去實際拜訪不同⼈，⽽當天下午能做的就是去

拍攝影⽚可能會需要的不同空景。 

  

我們平常下午會四處晃晃拍拍後⼜回到協會，前幾天我們便想要採訪教⼩朋友的青

年⽼師，無論是跳舞的或者打籃球的，剛好那天來到這裡的時候是在上籃球課，便

向前詢問是否可以拍攝，沒想到⽼師很快就同意了，後來也發現他跟我們同年紀，

也在外地讀⼤學，暑假的時候回到部落兼了很多份⼯作，然後在這裡教⼩朋友籃

球。 

  

在這裡其實很少看到跟我們類似年紀的青年（相較⾧輩跟⼩朋友），或許是因為都

在外地求學的關係，這裡的最⾼學府也只有到東澳國⼩，若想要有更好的學歷勢必

得離開家鄉出外求學。我們訪問了這位⽼師，他也跟我們分享了許多他對於回原鄉

⼯作的想法，讓我們收穫很多，有趣的是，我訪問到⼀半的時候，住在籃球場對⾯

的阿嬤突然叫我，因為他家的冷氣他不會開，我們就中途停機，我跟著阿嬤回家關

冷氣，可愛⼜好笑。 

  

其實到後來，⽂健站的午餐時間播放的「新聞」變成了我們的每⽇影⽚，阿嬤們會

指著畫⾯裡的⼈說「啊那是誰誰誰的孫⼦啊」，到了傍晚，兒少計畫的⽼師也會在

晚餐時間播放每⽇影⽚讓孩⼦們看，巧妙也可愛的就是，孩⼦們會⼤聲說「啊那是

誰誰誰的舅公！」在這裏，⼩⼩的社區，每個⼈的關係都⾮常緊密，⽽我們，就像

是不⼩⼼加⼊社區的記錄者，把他們值得被看⾒、被認識的故事分享出去。 



	

	

訪談影⾳作品與受訪者名單： 

 

來東岳看什麼？那些相同與不同 ⽂健站在做什麼？還有那些想不到的！ 

第三集｜⽂健站⼯讀⽣ 第四集｜多必優協會導覽員 

聽奶奶對我說！⼩⽶醃⾁的那些事。 

第六集｜社區長輩 第七集｜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豐富的⼈⽣經驗，過去東岳的故事 

回部落⼯作吧！ 

第八集｜⽂健站照服員 第九集｜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社區發展在幹嘛？ 



	

	

  

 

  

暑假在幹嘛？秘境籃球教練告訴你！ 東岳⼥孩的異想世界 

第⼗集｜社區四歲孩⼦ 第⼗⼀集｜返鄉原青——籃球教練 

⽼師，我有話跟你說！ 

第⼗⼆集｜兒少計畫——社區學童 第⼗三集｜社區發展協會兒少計畫負責⼈ 

築夢基地⽼⼤！⼀起找回傳統⽂化 

泰雅族婚禮怎麼辦？ 

第⼗四集｜社區居民（介紹泰雅族） 第⼗五集｜社區居民（介紹南澳鄉） 

登出東岳！⾛⼊南澳鄉其他部落 



	

	

五、 服務成果 

1. 效益： 

經過帶領課程及採訪當地的服務後，第⼀堂的⼩⽶醃⾁討論課，使阿嬤們能夠喚醒

過往的記憶，並且了解這道⼤家都會煮的菜餚，其中有許多⼩撇步是每家都不同

的。對於嫁過來很久的阿嬤，也在彼此交流中，理解⾃⼰故鄉及東岳在同道料理

中，有哪些⾷材上的不同；透過我們的引導詢問，阿嬤們也藉此思考「傳承」的處

境，東岳已不產⼩⽶、醃⾁的味道濃烈，青年輩不⾒得願意、也可能迫於現實無法

回鄉學習，這道傳統的「⼩⽶醃⾁」就可能⾯臨消失的危機。第⼆堂課是「繪畫聯

想」關於⾶⿂的記憶，跟前⼀堂課程同樣讓阿嬤們回想相關的回憶，並額外透過繪

畫過程，讓阿嬤們動動⼿指、練習畫畫，看著她們互相稱讚、互相分享的畫⾯，確

實令⼈感動。 

2. 影響： 

拍攝每⽇採訪影⽚，我們穿梭在巷

弄間找尋好看的畫⾯、拜訪社區裡

的不同⼈事物，社區裡的孩⼦們開

始對我們感到好奇，因此，我們與

他們互動，⼀起「合作」拍攝了額

外兩⽀影⾳作品，這是我們意料外

的影響，在這個 Youtuber 氾濫的時代，孩⼦們對於影⾳平台不再陌⽣，但透過與他

器材引發孩子們的好奇，因此最後幾

天，我們也會教導孩子們使用器材 

。 



	

	

們互動，使其明⽩製作影⾳的過程是如此，孩⼦們就會主動想學習拍攝、剪輯的相

關技巧，蹲點結束後，還會有孩⼦私訊聯繫我們詢問拍攝影⽚的相關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