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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開放映與映後對話 

本片的公開放映已在兩所學校舉辦過，第一場是 2008 年 5 月 15 日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另一場是 2008 年 6 月 14 日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三樓視聽教室，

這兩場都給研究者許多寶貴的意見，有很大的收穫，也非常的感激。 

從映後對話本文深深體會到，影片的完成其實是另一端新的對話開始，有很

多觀者的詮釋與觀點是研究者所沒有想到的，即使研究者早有既定的想法與觀

點，但也透過不同的看法進入，也藉此可以再深入的反思。基本上，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生活經驗，同樣一部紀錄片不同的觀者會有不同的感受，這些感受就會產

生不同的觀點、不同的的詮釋，有些詮釋有可能是紀錄片工作者所沒有的感受，

因此如能有一個對話交流的機會，對紀錄片工作者而言，會有滿大的收穫。通常

紀錄片工作者以既定之觀點製作紀錄片，其實也會有想法不夠周全的地方，透過

觀者不同語言的進入，對紀錄片工作者是很有幫助的，這些意見不僅僅對目前剛

發表的新作有幫助外，還有可能有助於未來紀錄片拍攝時的思考。總之，這次公

開放映的活動給了研究者很大的啟示，根據同學大家的意見，研究者也盡可能的

做了一些調整，特別是片頭設計與標題文字的精簡。 

由於研究者是政大在職班第一位以紀錄片創作的案例，因此也引發學弟妹的

興趣，映後對話也出乎意料的熱烈反應，學弟妹聲音此起彼落，踴躍發表了他們

的看法，本片雖然是第一個以紀錄片做為論文的案例，但它仍有許多不足之處，

希望這不足之處能為未來學弟妹的創想有所幫助，倒是研究者認為做為一個學生

應該多嘗試，讓自己的論文能跟社會結合，只要找對題目，時間可以慢慢來，因

為有很多的經驗與驚豔正等著你去參與、正等著你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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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台東大學公開放映與映後對話  

台東大學是第一場公開放映，由於陳儒修老師非常重視公開放映，也希望能

多辦幾場放映的活動，本來還考慮下部落放映，結果時間不允許因此作罷。 

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是國內唯一研究兒童文學的最高學府，雖然因科系

的關係，該系跟傳播並不是那麼的接近，但是文化的議題總是跟生活相關，因此

也利用這個機會聽聽不同的意見，聽聽不同的聲音。 

 

(一) 映後對話內容 

時間：2008 年 5 月 15 日 下午 4 點到 5 點 20 分 

地點：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教室 

發表人：李竹旺 

出席者：郭建華老師、特教系李秀妃老師以及班上同學近 20 位 

 

(開場) 

郭建華老師： 

所以我想竹旺大哥希望大家 

對他做的紀錄片有些回饋   那同學我不曉得  可不可以先講講你的感想 

我(建華老師)想請問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要拍攝一個團體 

然後一段時間裡面的一個他們的紀錄 

那應該是要先把  你想要什麼樣的鏡頭還有風格   你都大概畫好分鏡 

或者是你先有那個想法在哪裡    然後再去抓那樣的鏡頭 

還是這件事情  就是這段時間進行的時候   你有什麼東西你就拍下來 

然後在後製的時候去剪接   然後把風格找出來 

 

竹旺： 

妳這問題問得很好   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我必須回到妳這邊的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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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看這件事情好了 

如果說是以一個  初學者來講的話  他的風格  那個影像的呈現是有段距離的 

這是一個熟手跟生手有很大的差別  就像我們這樣講好了 

我今天是一個平面攝影者  我大概在拍這個當下的時候 

我就知道說這個東西所呈現的背後 就是以前我們來講  是洗照片出來好了 

就大概知道說他能不能用  他這個片子好不好 

其實大致上那時候就已經有概念了 

不好其實拍個一兩張就不會再拍了 

會再拍下去的原因是因為 我大概就知道這樣的景就是可以值得拍的 

會抓得非常地準 

同樣在拍紀錄片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必須在之前就要知道說 

這個東西內容性 深入性  還有就是他的可取性 

能不能夠讓你能夠有 拍下去那麼大的動機  跟他的動力 

跟創作的動力來講的話  其實這個之前就要評估出來 

可是對一個所謂的就是  我們過去沒有這樣的 一個經驗來講的話 

其實很難評估的 真的很難評估  那變成什麼了呢 

變成是你在做田野調查的時候  你做得清不清楚  在做田野調查當中的時候 

有沒有感情的聯繫  因為你有感情的聯繫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來這個人也滿好的 

你有這個情感在這裡面的時候  你才會有動機  才有一個動力去拍 

在這個田野調查當中的時候  你跟這個脈絡  這個整個情感的脈絡 

整個所謂部落的脈絡  或者是一個拍攝對象整個脈絡 

你跟他沒有一個情感的互動  沒有那樣的一個動機的時候 

會造成什麼  會造成其實  你不知道你下一步要幹嘛 

但是我必須還要強調一點就是  當我們要選定一個主題之前 

在於就是我先前的知識夠不夠  我如果先前知識不是很夠的話 

你去做這個題目  其實你題目再好  我覺得他的深度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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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 

不過我剛剛想到一個問題就是說 

那照你這樣講的話 

因為你講到被一般大眾接受 

那你覺得紀錄片 

它會像劇情片一樣具有娛樂性嗎 

 

竹旺： 

這個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東西  就是說 

那為什麼會有仿紀錄片出  因為仿紀錄片東西來講的話 

是因為它有演員進來了  然後劇本也都經過消化過的 

劇本也都經過精簡過的  所以說這些東西全部都讓觀眾來看  

好像很順的就看就消化掉了 他真的像 譬如說我剛剛講巴布狄倫來 

如果你原來看巴布狄倫紀錄片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都是打散的 

篇章都是拉得很長的  你要定在那個地方看很久 才明白這段落 

可是仿紀錄片  它五分鐘就可以把它說得清清楚楚  

這是不是讓人家很快就知道   

巴布狄倫為什麼要做這件事  為什麼要把電吉他放進來 

是不是這樣的事情在那個情況下 

在一九六五年跟一九六０年的時候 就交代得很清楚 

我的意思就是  不排斥啦  我覺得紀錄片可以像劇情片一樣去發展 

不排斥 

 

同學： 

所以你會做這樣的題目 其實也反應了你過去 

可能一直在思考的一些問題 可是透過這個案例 把你的那個想法帶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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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旺： 

對 沒錯 

 

同學： 

聽起來好像是這樣 

 

竹旺： 

沒有錯… 

因為我為什麼會挑這個題目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是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音樂 

因為紀錄片裡面  只要有音樂來講的話  基本上我一定會 

這是我第一個創作  這是我第一個做紀錄片 

我過去都是做所謂的是  就是所謂的案子的東西  那這是我第一個紀錄片 

那我一碰到這個東西之後我發現 它的音樂的比例 它的音樂性質非常地高 

它比較吸引我 然後又跟音樂有關係 

所以我就把它  成為我的主題  當然我認識之後 

我甚至於裡面還會安排一個  所謂就是 我請銅門國小的學生打節奏 

不知道大家看到沒有 那個都是我自創出來的 

就是說我大概有這樣的概念 這樣的想法 

我曾經請他們拿石頭去敲不同的東西 

可是我發現什麼 我發現第一次拍完之後我發現 

那個敲打 敲打其實是噪音 他們打那個單槓或者是  就是各種那種金屬音 

校內環境的東西的時候  大家一群小朋友在那邊打的時候那 

種聲音好大聲  而且是個噪音 

我就覺得那是有點失敗了  後來第二次我就跟校長講說 

我能不能再重新一次拍一次 就是說我很想再拍一下 

但是我當然沒有講重新拍  因為這樣來講校長會很不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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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想說我希望還想再拍一個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說 

我想希望他們是打節奏的 那我就問校長說 

當這個東西是 對不起 我要還原一下 

打節奏的部分來講  不是我想出來的 是老師跟我講說 

他們以前是沒有鼓的  森巴老師進來教六天 教完之後鼓就帶走了 

小孩子就打那六天也沒有鼓了 可是那個節奏在他們心裡面 

都已經烙在他們心裡面了 可是老師就告訴學生 我如何能夠記得到那個節拍 

就是他們下課沒事大家聚在一起 就自己來打節奏 就自己打節奏 

就用這樣的方式  來讓他們記得住這個節奏 

在他們腦海裡面能夠存在 就因為老師 跟我講了這段故事之後      

我就設計了一段  就是他們自己在打節奏 就是這樣出來的 

 

同學： 

我覺得看完感覺  其實比較接近是介紹吧 就是因為像老師剛剛有說 

就是是比較 就是比較廣  就是可能各個學校 這個學校原來就這個 

比較了解這個所以感覺上還是沒有很  好像也是沒有很了解 

因為我後來就是想像 就是我看過的紀錄片  然後我很喜歡 

就好像比較不是個人 就是個人經驗 

比如說像老師剛剛提到 **我愛 

他是專注在那個老師 他怎麼帶的那個過程 然後或者是像 

就算是翻滾吧男孩  它雖然有那麼多 就是加了那麼多不一樣的元素 

可是它也是專注在那個小團體裡面 然後感覺這樣會比較吸引人 

因為是比較私人去看他們做這件事然後 

這件事生活之外 像奇蹟的夏天 

就是感覺也是 他們雖然總是球 踢那個球 

可是它也有拍到他們背後 就是生活的一些小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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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感覺好像人味比較重 所以就變成 如果說是比較廣的就是 

去介紹說這些學校 就也有在做這樣的事 然後他們有什麼樣的成果 

好像還是比較  感受不到那個  比較深的那個 

 

竹旺： 

我一直覺得就是剛剛有提到 

我的那種呈現的方式是 PAN 的方式 我只介紹的是一個現象 

那我這裡面我比較 我比較在意的部分在於是說  

我為什麼後面 我的觀點就是 

我為什麼後面會把錄音 放在後面做為結束的原因是因為 

當我們聽到後面的錄音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音樂是 可以說是比較精緻的那一面 

比較偏向一種精緻的 這是我覺得 

以我對音樂的認識來講的話  音樂大概哼哼唱唱 

然後生活化來講是很容易的  如何能夠讓它精緻來講 其實是比較難的 

那個部分來講我就覺得說 

這樣的一個 兩個文化碰撞在一起之後 

能不能讓這東西能精緻 這點是我後面的一個 

想要表現給大家知道 我這樣的一個觀點 

所以我就以這個東西來做為一個做為一個 ENDING 這樣子 

 

同學： 

看得出來就是 

竹旺大哥比較重視的是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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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旺： 

對 

 

老師： 

然後變成音樂跟文化 這個部分的融合 

它會怎麼樣去發生 所以比較不是在人的那個經驗上 

但是我覺得也有帶到教育啦  就是談到有關他們 

對原住民教育的一個影響  我不曉得其他同學有沒有 

 

同學： 

我想要補充佩如的說法 就是我覺得他的不連貫是在於說 

因為像剛剛他有那個  老師有講 就是他有一個關照 

譬如說這一段是要呈現說  這個老師們 他們有一段是這老師 

告訴這個小孩 你可以喜歡森巴 你同時還可以加入木琴隊 

也可以加入足球隊  這是都是不相違背 

但是這些東西 這些主軸  是你在每一段 每一段中間 打的那個字幕告訴我們 

不然如果沒有那些東西 說實在話我不覺得 因為是一個整個全面性的東西 

其實我不知道 我是不是能夠光看影片 就抓到那個東西 

然後講一個老實話  我第一次看到那個字幕的時候 我覺得滿醜的 

就是為什麼要在一個 就是你好像感情要進 

就是說要比較進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就出來一個 

然後就是有顏色的字 然後就降下去 

  

(映後對話請參考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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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映後對話 

(二) 映後檢討 

   台東大學剛好位處很多原住民部落的地方，因為地緣的關係，所以同學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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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也有許多感受，特別是有關文化的部分，今年 2007 年台東聯合年祭就有同學

看到森巴鼓的演出，同學覺得鼓隊的表演裡面外來的東西太多，原來傳統的東西

太少，心裡有些懷疑與焦慮。以同學之所見有類似的情況其實還不少，研究者當

初也發現有很多部落學校，在公開展演打鼓的形式都差不多，似乎還看不出與部

落文化有什麼相關，如果未來年年如此，沒有多大的變化，也就是說沒有什麼內

容可言，相信沒有多久就不會接受主辦單位的邀請，到這個時候應該是這個鼓隊

思考的時候，是不是需要加入內容，或是要與自己文化的相關，否則真的會遭到

社會的淘汰。另外的一種可能是，行進間只打簡單形式的節奏，只為了帶動氣氛，

讓整個會場成為矚目的焦點，接著才是有內容的表演形式上場，因為有焦點式的

被觀看與多個演出團體被觀看是不一樣的，有焦點式的被觀看就必須有內容做呈

現，千篇一律的節奏可能無法擄掠眾人之心，就像是銅門國小將太魯閣族文化的

融入、樟樹國中將阿美族以及重新編曲演唱原住民歌謠、崁頂國小將兩個太陽的

故事搬進森巴鼓隊裏，這些都屬於有內容的呈現，一旦成為焦點式的演出時，以

上的內容就可以做為最好的展演之用。 

研究者認為文化事件的形成、融合或改變都在於自然，這個自然有可能是時

間，也有可能是人的成因，不論透過任何的文化手段(Cultural means)，其本身都

是出於自然，也許是經過一段時間綜合多數的意見所產生的形式，這一切產出的

過程都在於自然，產出需要一段時間的驗證，如果覺得不是很好，也會自然的消

失。因此自然在整個異文化的交融當中，像是一隻看不見的手，有一股力量在那

裡關心、在那裡運作。經過這一次的觀看，研究者認為異文化的接觸，並沒有那

麼的令人擔憂，也沒有想像的那般可怕，雖然台東大學的同學可以經常就近接觸

部落文化，對此也相當的關心，研究者認為不如把這個關心變成關注，看看附近

的南王部落與建和部落未來森巴是如何的發展，如有機會也可以跟當地操作者對

話，聽聽對方的想法，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跟對方做一個心得交換，或許也是一

件不錯的文化心情故事。 

文化事件特別是異文化的接觸，關心或關注可能比擔心不良後果還來得重

要，只要持續的關心，持續的報導，讓異文化的呈現是水平式的、是可以相互觀

摩的，相信在大家的努力、共識下，所有的產出都是你我可以接受的。因為如此

同樣也激勵研究者，未來仍會繼續投入觀察之列，看看在時間與自然的變化下，

森巴與台灣原住民的部落文化會有什麼樣的形式產出，這是研究者非常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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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治大學公開放映、映後對話與觀眾回條 

    政大傳院是本文作學之處，也是在這裡學習最多、領略最多、當然也是受挫

最多的地方，雖然環境很熟悉，但是做公開放映與映後對話還是有些緊張，因為

非常了解這裡作學的態度，同學的發言經常是語驚四座，即使面對的場面有如萬

箭穿心，研究者還是要一肩扛起。 

由於研究者是政大在職專班第一位以創作形式，也是以紀錄片的形式做為畢

業論文，放映當天引起許多同學的關注，因此場面還滿熱鬧的，你一言、我一句

的此起彼落，讓研究者有點難招架，果然不出所料，犀利之語、不絕於耳，當然

也能了解學弟妹愛深責切的心，同時也獲得劉幼琍老師的肯定與嘉許，但是老師

跟同學所給的意見，事後也立即反應在影片上的修改，特別是片頭設計、字幕的

精簡，以及逆向的聲音，至今回想覺得很窩心、也覺得這裡的挑戰是非常值得的。 

 

(一) 映後對話內容 

時間：2008 年 6 月 14 日 中午 12 點 20 分到 2 點 

地點：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三樓視聽教室 

發表人：李竹旺 

出席者：劉幼琍老師、班上同學及學弟妹 28 位 

 

4-2-1 研究者做開場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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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政大劉幼琍老師講評 

 

4-2-3 到場的班上同學以及兩屆的學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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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同學的發言情形 

 

4-2-5  散場時仍有同學前來與研究者討論剛才映後對話的內容 

 

4-2-6  在場同學手持紀錄片請研究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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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映之前，本文就已將意見回條發給在場每位同學，映後對話完畢後再

行收回，一共收到 12 張回條，內文如後： 

一、1.感動之餘，還是感動。 

2.原住民文化的腳步與巴西的節奏真的融合了嗎？什麼是一致的，什麼是不

一致的，原住民的自我又是什麼？如果森巴鼓是媒介，他觸動了什麼？ 

3.異文化進入教育體系之後，身為弱勢的原住民，收納的過程是什麼？ 

4.論述用影片來呈現，是很偉大的力量。 

 

二、很感動的作品！我從來沒想過異文化（森巴鼓）加入台灣原住民文化會激出

一種新的能量，尤其被引申到教育學習成為一種激勵，我想這支影片成功的

地方，把我們不知道的異文化對原住民文化的正向影響，讓我有深刻的體

會，這種感動的傳承很令人感動！ 

 

三、1.我也是以比較輕鬆的心態，I like it！ 

    2.一部紀錄片似乎該有更多嚴肅的思考，但學長以這樣的方式呈現，很輕鬆

的引人思考，看回應這麼熱烈就知道。 

 

四、發現異文化之影響，竹旺學長的熱情，在影片中可以看得出來，passion 是做

研究的動力！竹旺學長有找出發現音樂、文化、教育的關鍵，也看到了一些

靈光乍現。 

 

五、1.異文化是大人世界引進森巴文化的大致想法，但似乎不知道孩子們的想

法，是大人要他們學？逃避課業壓力？ 

    2.森巴文化在他發源的國家（巴西？）是“傳統＂，但在別的國家（文化）

卻是新鮮的，可與自有文化「轉化」為新的文化。 

    3.森巴文化擴及 70 個學校，是何種力量至此？ 背後有任何目的嗎？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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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直接進入原住民（而非大眾媒介）這背後動機又是什麼？ 

 

六、文字敘述如能更精簡更好。 

 

七、1.異文化的學習與原生文化。 

    2.文化動人的力量是在於啟發，竹旺也啟發了觀眾的對文化傳承的熱忱 

    3.片頭開場可以更影音化，字幕和生硬的訪談比較像舊的紀錄片和新聞剪接

片段（因為這部片的本質還是要去展現和傳遞您的內觀，還是必須吸引和

感動觀眾） 

    4.p.s.不知您有沒有看過【重金屬之旅】DVD 影片或許可參考。 

 

八、1.看完影片會想知道學長的觀點為何？ 

    2.森巴最主要的特色是鼓嗎？為何是鼓？ 

    3.原住民音樂緣起是否因為祭祀？森巴嘉年華的鼓作用為何？ 

    4.找不到森巴鼓與原住民音樂連結的原因？ 

 

九、1.讓音樂多說話，代替學理說明。 

    2.希望看到表演者及文化的故事演變。 

 

十、1.剪接的節奏很明確，也很專業！ 

    2.如果主題是原住民對於“巴西森巴鼓＂異文化的學習，在開場一分鐘是不

是可以先點題，讓觀眾能一目瞭然！ 

    3.在敘事型態中，是否可以加入“原住民文化＂和“巴西森巴鼓＂的介紹，

也許用人物來說故事，會比較引人入勝！不然看完後，其實還是不太了解

這二種文化有何特色。 

    4.還是很肯定學長的努力，花了很多時間和精神，作出這種作品，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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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1.橫跨時空很長，就是很認真，很有創意，鏡頭語言很豐富。 

    2.少了引言，建議用旁白來串場。 

    3.應介紹台灣原住民音樂的特色？也介紹森巴音樂的特色？兩者差別森巴

音樂是誰引進？為何引進？ 

    4.需要再編排、重整。 

    5.朱宗慶打擊音樂（做比較）。 

    6.沒有做基本論述（南華大學的副教授講的很空泛）。 

    7.片中加入非洲舞蹈很唐突。 

    8.字幕統一寫法，例如花蓮長濱鄉紅葉國小寫全名。 

 

十二、1.惠仁提的是一個比較大的結構化的問題，為何可以在一至兩年之內，有

70 個學校在做這樣的教學？影響是什麼？ 

      2.有好多東西在這裏面可以探討，是不是應該有幾個比如兩到三個的焦點

來看？ 

       

4-2-7 公開放映前先交予同學回條  映後對話結束後收回之回條  



 60

 

(映後對話請參考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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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映 後 檢 討  

    從這場政大公開放映可以發現，許多同學非常在意森巴音樂會不會擾亂了原

住民的傳統與特色，研究者也發現這跟台東大學有類似的擔心，當然研究者覺得

有這樣的擔心是很好，但用不著太焦慮，異文化的融合是需要一段長時間，森巴

鼓這兩年才下部落，目前還算好奇之時，所以需要觀察一段時間，如果未來幾年

看不出什麼內容，也變不出什麼花樣，部落及小學都會因乏味而放棄。 

    原住民文化這麼長時間以來，不知歷經多少外來文化的衝擊，日據時代也守

住了自己的文化，現在漢化了 50 年，原住民裡的部落文化仍然保有它的章典、

制度與儀式，所以當有異文化的情事發生，我們不分族群的都要去關心，只要注

入了關心，不論異文化有什麼樣的產出，相信會在大家的用心之下，文化即使走

入多元，也是值得期待，重點是文化的學習可能要比異文化文化產出還來得重

要。何況在台灣這樣多元文化的社會，傳統與創新其實一直在拉扯，兩者間什麼

是平衡，很難定論，如何能讓大家的生活都充滿文化的氣息，肯定文化的價值，

傳統與創新之間的拉扯，都會在你我關切文化的商討下，在自然中得到結論。 

    同學的回條中有一則是這麼的問，「原住民文化的腳步與巴西的節奏真的融

合了嗎？什麼是一致的，什麼是不一致的，原住民的自我又是什麼？如果森巴鼓

是媒介，他觸動了什麼？ 」 是否是真的融合研究者認為還需要觀察一段時間，

所謂融合是真的走入部落文化，成為部落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說成為部落

文化的一部分，絕不是以特殊事件看待，所以是否融合研究者認為尚需時間的觀

察。至於一致的一定跟原生文化可以接軌，至於不一致的就是兩種文化的互斥現

象，舉例來說部落一致的能接受是森巴鼓的樂器、節奏與展演，但是不能接受的

是嘉年華會著比基尼、濃妝、滿身亮片羽毛的森巴女郎，因此台灣原住民在這兩

種一致的與不一致的之間會找到它的位置，這就是展現原住民自我的部分。至於

觸動的部分有那些，研究者認為能把原生文化帶出，讓小朋友重新領略就足夠

了，原生文化是非常大的一塊內容，透過異文化學習能更深入認識原生文化、甚

至更深入探討、見習原生文化，如有這樣的過程就令人感動了。 

還有回條中寫著：「發現異文化之影響，竹旺學長的熱情，在影片中可以看

得出來，passion 是做研究的動力！竹旺學長有找出發現音樂、文化、教育的關鍵，

也看到了一些靈光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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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異文化的學習最好是透露多面向的學習，從多面向當中去剖析森巴文化的內

容、進而詮釋森巴文化的內容，透過不同的詮釋，不管是音樂、文化、或者是教

育，其所展現的符不符合大家的期待，這是研究者所最關切，因此從不同的面向

來看異文化的學習，都要經過社會、部落與其他學校之檢驗，未來研究者也同樣

以這面向，甚至更多的面向來看森巴與台灣原住民的是如何的發展。 

    又有同學問，異文化是大人的想法，大人在操縱，為什麼把小朋友拉進來。

能推動異文化也只有大人才辦得到，在引荐與說服小朋友之前，還必須要先說服

大人，小朋友才有機會接觸異文化的內容，部落的長老、學校的師長都是掌持文

化的守門員，所以文化的傳承，大人要負許多的責任，相信大人的世界裡也會討

論到是否要引進異文化的決定。但是本文覺得異文化不是那麼的可怕，現在資訊

那麼發達，小朋友即使沒有碰到像森巴鼓的東西，他們也會在電視、電腦裡吸收

到異文化的資訊，在那樣的情況下還沒有像長老、師長般的守門員可以過濾，因

此相較情形下，森巴鼓的學習還不至於到多嚴重的程度。 

    另外有同學問：「森巴文化擴及 70 個學校，是何種力量至此？ 背後有任何

目的嗎？ 其他完全是直接進入原住民（而非大眾媒介）這背後動機又是什麼？」 

    任何活動的推動全在於主事者的決心，雖然企業有它的廣告預算，如果純粹

是消化預算或者是廣告手法，可能也玩不久就吹上熄燈號，夢想社區基金會兩年

不到就進入 70 個學校，而且當中也辦了不計其數的展演活動，當中也包括買鼓

的募款演出，從這裡也看出夢想社區的用心，當然一個企業體如是做應當會有它

的目的與背後意義，其重點為的是藉以促銷售屋率，但研究者有到夢想社區走過

多遍，建設公司不做廣告，客戶買房子前需下部落或展場有創意演出，事後客戶

寫報告須通過才賣給對方，或許這是噱頭，到目前為止夢想社區的房子賣的還不

錯，研究者不在意它的手法，很在意的是夢想社區是如何在部落學校的操作問

題，為地方是否帶來正向的聲音，是否有尊重的機制在裡面，這是很重要的。 

另外也有多位同學提到這部片子的個案可不可以再縮小一點，這樣也可以縮

小焦點範圍，這是一個好問題，事先本文也想過，但是焦點在某一兩個個案，內

容可能不會太深入，因為現階段部落學校仍在摸索的階段，自創出完全屬於自己

的音樂文化創作，似乎還不成氣候，因此本文就以論述的形式來進行，性質上也

著重在學術方面，而且內容屬於專題之外，針對幾個個案也有做一些評論，因此

綜合了專題性、學術性、以及評論的性質，因此本文也不排除將本片定成論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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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紀錄片，簡稱論述片(Discourse)(2007，王志敏)。或許用以上之說明能為許多同

學的疑惑做一個解釋，當然本文也一直認為紀錄片是否只能有一個個案、一個觀

點才叫紀錄片？如果它的本質並沒有偏離或違背紀錄片精神的話，以論述型的紀

錄片是否也可以稱之為紀錄片。 

    還有同學問到現在的紀錄片都變好看了，裡面甚至出現動畫，這樣子的紀錄

片還叫不叫做紀錄片？ 如前所述，紀錄片的種類愈來愈多，屬於那一類的其實

不是重點，重要的是紀錄片有沒有人在看，有沒有各種不同年齡層的人來看，而

且成為大眾觀看影片的一個重要的選項，從少數人的選項變成多數人的選項，而

且是看完之後還會想要去看，因此觀眾的增加可能比變得好看與不好看來的重

要。觀眾愈多、評論也就會變得愈有，有了評論監督的機制，自然可以淘汰一些

不適當的紀錄片，所以台灣的紀錄片市場的熱絡還需要你我的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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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海報設計 

 為求公開放映能及早讓同學安排時間，於是就先行製作海報，海報輸出的

尺寸是 A1 (84.1 公分×59.4 公分) ，輸出 3 張貼在政大傳院。 

海報是委請國立台北教育大學藝術學系研究所林佳頡同學，經過雙方的討論

與理念的溝通，設計的方向與傳達的訊息，分別是文化、音樂、以及歡樂的氣氛，

內容設計是從構圖、色彩著手，首先素材方面就以研究者過去在部落學校的拍攝

圖片裡尋找，最後挑選了 1 張瑪家國中第一次在部落表演的圖片，它很特寫、表

情也洋溢歡樂氣息，拍攝後的 10 個月去學校採訪，圖片人物柯千慧同學剛好受

訪，由於影片有這位同學的現身就決定採用，內容決定好後構圖就很快地可以鉤

勒出來，包括標題及文字的位置以及裁切掉不必要的畫面。 

至於色彩部分，台灣原住民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紅、白、黑三個主色系，其

它色系還有藍跟綠，但混色系比較少，因此主色系成了海報的主要顏色，由於圖

片構圖完整，如果在畫面上加入標題會破壞畫面，因此在下方另外闢一色塊，同

時也考慮台灣原住民圖騰的紋飾，因此在這些紋飾的色塊上題上標題。由於海報

構圖是直立式的，為求視覺上的穩健，因此在下方加上黑色的漸增，讓整個畫面

在色彩的運用上呈現出四平八穩的效果，換言之，也就是下方的色彩濃度強過上

方，同時選用黑色也符合台灣原住民的主色系。  

最後就剩下妝點的部分，歡樂的氣息可以從影像裡人物快樂的表情感覺的出

來，最後唯缺音樂的氛圍，於是加入象徵音樂的符號，同時在符號裡放入許多部

落小朋友打鼓的畫面，以代表許多部落學校同時在學習的情形，而且呈現的是不

同族群的部落小學，雖然圖片很小不是很顯著，由於它是妝點的效果，是氣氛的

陪襯，所以沒有考慮位置的放大，主要是讓音符來帶動表演者的歡樂即可，由於

音符的出現，增添不少海報熱鬧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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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政大公開放映與映後對話宣傳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