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案單位：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聯絡人：張云瀞 0928-161-950 



一、 活動起源 

  因應台灣原住民族在語言及文化上記錄的迫切需要，國立東華大學於

2001 年成立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以下簡稱語傳系），本系成立的宗旨在

於，以科學的方式記錄自己的語言，並且透過大眾傳播的各項技術，活化及

保存原住民的語言與文化，畢業展覽能適時的體現出語傳系培育學生的各項

能力。 

  語傳系的畢業展覽舉辦至今已有六屆的時間，對於一個成立十一年的科

系而言，此活動能說是展現本科系學生學習最傳統的根，看到過去學長姐的

努力，能真正的體會到原來過去三年多，在製作影片的各項技術學習、族群

文化知識的積累、表現原住民特色的樂舞和語言復振觀念的培養、語言田野

調查實習等方面的學習，是為了在大學的最後一年裡，能有最燦爛的畢業展

覽而醞釀，有了學長姐的示範，讓我們更清楚該用甚麼樣的態度來面對，每

一屆的畢業展覽，都是語傳系的學生們，一起細心共同孕育四年產下的作

品，這些作品都是用盡心思與耐心，累積了我們四年所學，一點一滴而形成。

我們是語傳系第 9 屆即將畢業的學生，我們的畢業展覽目前正處於待產狀

態，除了延續過去畢業展覽的傳統之外，本次的畢業展覽，特別新增了語言

組，更加實踐語傳系成立之初衷，透過畢業展覽的呈現，與大家分享我們四

年所學之成長，也為等待破繭的我們，做最完整的努力與衝刺。 

  原住民民族學院的創建，是台灣對於多元文化與族群認識的大躍進，民

族語言與傳播學系的成立，也已經在各處播下了無數顆族群影像及透過傳播

技術記錄語言的種子，希望透過各公部門及教育單位的鼓勵，讓我們更有力

量持續散播與培育相關的人才，藉由這次的畢業展覽，讓更多人看到我們正

在努力的發芽發光。 

二、 活動目的 

  畢業展覽的四個組別中，是由閩、客、原住民各族與各國僑生所組成，這些

組員在各個組別中都擔任不同的職務，語傳 101 級的學生在畢業展覽中是流動且

互助的，藉由畢業展覽的合作，培養即將畢業的學生們誇族群溝通與共事的能力。 

1. 電影組：Tipus 是阿美族語稻米的意思，也是黃潔的族語名字。黃潔的

爸爸是漢人，媽媽是阿美族，在她小時候離婚，但媽媽留下的族群印象

卻不隨著離開而消失，也造成後來她對父親的不諒解。大學後的黃潔在

一次機緣中參加了部落服務社，認識了同為阿美族的學姊 Seling，開啟

了黃潔對於部落文化、精神的追尋。期間她認識了關漢陽，一個漢人學



長，兩人互有好感，卻因為文化隔閡分開。在部落服務社帶隊抗議佳加

部落設立高壓電塔的時候，在黃潔心裡，想的已不再是單純為部落發

聲。藉由擁有兩個血統，卻只有一個認同的黃潔，去表現她在生命成長

中尋找自我的過程，也在其中表現了年輕的原住民本身處於這個世代，

對於自我的疑問，對社會的呼喊，此影片除了希望引發「一半」孩子的

共鳴之外，也能讓從未思考過類似問題的人們，瞭解這些孩子在成長路

上所面臨的思考。 
2. 音樂組：在這樣一個有別於西部大學的學習環境中，同學們能以多元的

族群觀點出發，看到的身分認同的問題、生活環境的改變、社會人文的

議題，並結合課堂所學，正是此次製作的基本理念。藉由詞曲創作的方

式，以及融合各種音樂模式及方向，用新的角度呈現現代原住民青年在

學生活上的點點滴滴，以新的方式詮釋原住民音樂。 

3. 語言組：我們在原民院學習的這四年中，深刻了解到台灣原住民族語言

快速流逝的各個現象──部落耆老的相繼離世、面對主流文化而逐漸崩

離的語言環境、語言保存的系統及方式不一、族語課程的學習人數逐年

減少…。雖然我們不能將語言視作一個文化的全部，但語言是在一個文

化中極為接近核心的層面卻是不爭的事實。於是，在今年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的畢業成果展，我們將語言組納入到我們的畢業製作之中，旨在

透過畢展呈現的方式，能為原住民青年在學習語言的態度及認同上盡一

份心力。 

4. 靜態組：為了展現語傳系 101 級即將畢業的學生，在大學四年來於「傳

播學程」與「語言學程」所學成果的呈現，讓大家透過靜態展，能更了

解語傳系對於其成立初衷的堅持。 

 

三、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四、 計畫實施日期：2012 年 05 月 28 日至 06 月 15 日止 

五、 系列活動： 

1. 五月二十八日：畢業展覽開幕茶會 

2. 六月一日：語言組活動 DON’T KILL OUR TONGUE 

3. 六月六日：電影組電影與語言組短片首映 

4. 六月八日：音樂組畢業專輯發表會 

5. 五月二十八日～六月十五日：靜態展示 



六、 活動方式、地點及時間： 

◎ 靜態組 

1. 活動名稱： 

2.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 

3. 活動時間：五月二十八日～六月十五日 

4. 執行內容說明： 

� 籌備規劃期：  

A. 企劃提案：整理企劃案內容，向相關單位共同討論、修正活動內容，

以利活動進行。 

 

� 活動宣傳期： 

A. 平面文宣設計印製：印製與設計相關文宣品，如 DM、海報、

說明書….等，於相關場所進行活動宣傳。 

B. 於學生常出入之場所放置活動宣傳品：餐廳、7-11、社團及

各學院公佈欄、校內 LCD 跑馬燈宣傳等系統進行活動預告。 

C. 網路宣傳：學校網頁、BBS、留言板、網站公佈活動消息，

透過網路讓網路一族可以獲知此活動訊息。。 

D. 其他媒體宣傳：請學校公關處及課外活動組協助。 

� 攝影作品徵件： 

A. 徵件時間：即日起至 2012/3/15 

B. 將展出以民族文化相關內容之系列學生作品 

� 影片徵件：     

 A.   徵件時間：即日起至 2012/3/15 

B.   將展出以民族文化相關內容之系列學生作品 

 

� 語言展區策劃：     

A. 文本：將以「現今台灣教育制度下之原住民語言學習之態度」

為主軸，主要是希望能呈現出以現今教與度為主軸之下的原

住民族語學習之程效。 

 

� 周邊商品： 

A. 結合 4979 聯合畢製設計出各個活動之 14 原住民族群集章



卡，展現出 14 原住民族服裝之美，也配合原住民族學院各

活動之流程。  

� 展出： 

     A.  時間：2012/05/28-2012/06/15 

     B.  地點：原住民族學院舞蹈教室 

     C.  展場示意圖： 

    

 

 

 

 

◎ 電影組： 

語傳 101 畢製，電影組 

地點：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時間:10 月~12 月 

執行內容說明: 

� 籌備規劃期 

a. 近期進度討論 

b. 組員分工及解釋各小組工作之內容 

c. 初步劇本討論 



d. 之後行程之訂定，訂定前製期、拍攝期、後製期、宣傳期 

� 徵角宣傳及徵角 

a. 討論宣傳方法及宣傳分工 

b. 選角活動分工 

c. 劇本第二次討論 

 

� 第二次籌備規劃期 

a. 討論劇本地點及場勘 

b. 腳色確定及美術組分工，包括服化組定裝 

c. 道具清單列出 

d. 拍攝人員名單確定 

e. 播放地點確定(租借場地) 

 

1 月 

� 拍片前製 

a. 第二次確認場地使用狀況 

b. 第二次確定拍攝人員及演員狀況 

c. 第二次確定美術組之準備狀況 

 

2、3 月 

� 拍攝期間 

� 影片後製 

a. 補拍影片需要畫面 

b. 剪片動作及配音 

c. 宣傳影片剪輯 

d. 影片主題曲 

e. 討論海報(美術組) 

f. 影片播放宣傳期人員分工 

4、5 月 

� 宣傳 

a. 播放地點再確定 

b. 開始宣傳畢製系列活動 

c. 討論首映工作人員之分工 

d. 確定影片試播 

 

◎ 音樂組： 

1. 分組作曲：  

� 以音樂組成員為主依各曲目分組作曲。 



� 創作內容須包括歌詞、樂譜、創作理念以及主要樂器。 

� 作曲完成須錄製成 DEMO 帶，寄送給音樂組組長。 

� 作品須 2011/12/30 前完成交件 

2. 作品徵件： 

� 徵選作品以原住民民族學院語言與傳播學系大四學生已完

成之作品為主，不限任何曲風。 

� 內容須含歌詞、樂譜、創作理念以及音樂 DEMO。 

� 作品投稿最後期限為 2012/1/1。 

3. 音樂錄製： 

� 作品編曲完成後統一在2012年 3月 1日到4月 30期間分配各

作品時間進行錄製工作。 

� 錄製地點：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與傳系錄音室。 

4. 專輯 DM 設計：     

� 配合專輯主題，在錄製期間由畢製音樂平面組，設計專輯

DM，搭配專輯 2012/5/1 一起發行。 

5. 音樂 e 化網站架設： 

� 畢製音樂組官方網站架設 

� 音樂作品上傳，開放網路試聽 

� 開放下載 

6. 音樂發表會： 

� 活動設計：針對此次畢業製作的畢業音樂專輯以及畢製電影主

題曲、原聲帶舉辦一場小型音樂發表會。用音樂的角度來

述說語傳系。 

� 活動地點：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菱形聽。 

� 活動時間：2012 年六月八日晚上六點三十分。 

� 活動宣傳：配合畢展期各組活動。 

◎ 語言組 

  在此次的製作中，小組將以「靜態文本」、「短片」及「活動」 

三個不同的方式呈現。 

 

一、「靜態文本」─主要體現的是在語言保存上的方法及嘗試，

將我們歷年修習    語言課程的成果及語言組短片拍攝期間所

蒐集的語料編纂成冊，以靜態展示為主。 

 

� 呈現方式：藉由對語言組組員家中的長者作田野調查，了解其

對於現代年輕人在學習及傳承族群語言的概況有什麼樣的想



法；遇到什麼樣的困境，針對訪談資料分析撰寫成文章。在此次

活動文本的呈現上，也結合了修習語言學程的學生歷年在構詞語

法、語音音韻學、語言調查與實習、語言與文化、社會語言學上

的專題報告。 

 

� 預期效益：藉此活動讓原住民青年去省思自己的語言態度，也

讓閱聽眾去正視主流文化的教育下帶給原住民學生在文化上的

衝擊，同時也傳達我們對於自己族群語言的重視，去影響更多的

青年重視自己族群語言。 

 

二、「短片」─以訪談輔佐劇情的形式，表達我們自己學習族語

的動機、無法使 

� 用族語的疙瘩和家中長者對於原住民青年族語學習期許。 

 

� 呈現方式：  

� 三則小故事：以戲劇演出形式呈現。 

� 長者話語：至受訪者家中拍訪長者對於老、中、青三代對於語

言消亡及年輕人族語學習態度的看法。 

� 反思小語：以字幕及背景音樂呈現。 

 

� 預期效益： 

� 盼透過此短片，能刺激不同年齡層的觀片者，重新省思其社會

角色中，能夠為族語傳承所做的努力，並喚起大家對原住民族族

語復振的使命。 

� 重新建立原住民族對自身文化的態度，因自己要先學會尊重自

己，別人才會尊重我們。 

 

三、「活動」─活動名稱為 DON’T KILL OUR TONGUE，無論

是任何族群、任何年齡、任何程度的母語使用者，都有機會能大

聲說出自己的母語。旨在透過母語使用者向大眾介紹自己過程，

加深自己以及聽眾對自我族群語言的認同及體會。 

 

� 呈現方式：以花蓮地區為主，隨機設置一座講台與一台擴音

機，並在講台上貼上活動標題「DON’T KILL OUR TONGUE」

以及「請大聲用母語介紹你自己」，使過往行人能站上講桌，並

使用擴音機大聲向大眾用自己的母語介紹自己。活動期間，小組

將以攝影機真實記錄過程，並將其製作成五至十分鐘的活動紀錄



片。 

 

� 預期效益：此活動在整個企畫中作為語言態度實踐的表徵，盼

透過母語自信使用，也就是向大眾用母語介紹自己的過程，使參

與者以及聽眾對多元族群語言有更深的自信及認同，同時刺激語

言態度與學習的動機。 

七、 活動執行進程 

◎ 電影組 

        執執執執    行行行行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月月月月    12121212 月月月月    1111 月月月月    2222 月月月月    3333 月月月月    4444 月月月月    5555 月月月月    6666 月月月月    

『『『『語傳語傳語傳語傳 101101101101 畢製畢製畢製畢製，，，，電影組電影組電影組電影組』』』』    

1 籌備規劃期                            

2 徵角宣傳及徵角                

3 第二次籌備規劃

期 

            

4 拍片前製             

5 拍攝期間             

6. 影片後製             

7. 宣傳              

8 影片發表             

 

◎ 音樂組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101101101101 年年年年    

        執執執執    行行行行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10/2010/2010/2010/20----11/2011/2011/2011/20    11/2111/2111/2111/21----12/3012/3012/3012/30    1/11/11/11/1----2/292/292/292/29    3/13/13/13/1----3/313/313/313/31    4/14/14/14/1----4/304/304/304/30    5/15/15/15/1----5/315/315/315/31    6/86/86/86/8    

    



1 分組作曲                          

2 作品徵件           

3 音樂編曲           

4 音樂錄製        

5 專輯 DM 設計        

6. 音樂 e 化網

站架設 

       

7. 專輯發行        

8. 音樂發表會        

 

◎ 語言組（因語言組有三項活動穿插進行，故以此圖表現） 

 

◎ 靜態組 

  執執執執 行行行行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10/31- 

11/31 

11/31- 

12/31 

12/31- 

01/31 

01/31- 

02/31 

02/31- 

03/31 

03/31- 

04/31 

04/31- 

05/31 

05/31- 

06/22 



1 籌備規劃期         

2 活動宣傳期         

3 攝影作品徵件         

4 影片收件         

5 語言展區策劃         

6.周邊商品         

7.展出         

 

八、 活動經費預算 

◎ 電影組 

 

◎ 音樂組 

活動名稱 靜態組 

活動執行時間 101 年 5 月 24 日至 101 年 6 月 22 日 

執行活動地點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舞蹈教室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品名品名品名品名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

(元元元元)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總價總價總價總價(元元元元)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壓片 DVD 出版 DVD 10 10*1000 10000  

底片 200 5*200 1000 

沖底片 100 5*100 500 

劇照 

照片 

洗照片 5 5*150 750 

 

海報 海報 海報 30 200 6000  

雜支 10000      

總計：28250 元整 



 

◎ 語言組 

活動名稱 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畢業成果展語言組 

執行時間 100 年 11 月 09 日~101 年 04 月 15 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元元元元))))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總價總價總價總價((((元元元元))))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保險 120 6/人 720 

交通費 1370 6/人 8220 人事 

耆老訪談見面禮 400 7/人 2800 

*。 

 

靜態場地佈置費用   2500 

茶水費 40 100/人 4000 活動 

場地租借   2000 

 

文本 450 20/冊 9000 

宣傳海報 300 30/張 9000 印刷 

宣傳手卡 20 150/張 3000 

 

攝影機  1/台 租借 

錄音筆  2/支 租借 

活動式講座  1/個 租借 

麥克風 

 

2/支 租借 

擴聲器  1/個 租借 

活動名稱 靜態組 

活動執行時間 101 年 5 月 24 日至 101 年 6 月 22 日 

執行活動地點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菱形聽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品名品名品名品名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元元元元)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總價總價總價總價

(元元元元)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壓片 CD 出版 CD 7 7*1000 7000  

海報 宣傳海報 海報 30 200 6000  

人事費 錄音師 錄音師 1000(一天) 14*1000 14000  

音樂發表會 茶點   3000  活動費 

 

 
 

專業音

響設備 
7000 

 
7000 

 

總計：37000 元整 



DV 帶 20 100/個 2000  

消耗物品(電池、文

具…) 
  1500 

 

總計：44740 元整 

 

 

 

 

◎ 靜態組 

活動名稱 靜態組 

活動執行時

間 

101 年 5 月 24 日至 101 年 6 月 22 日 

執行活動地

點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舞蹈教室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品名品名品名品名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

(元元元元)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總價總價總價總價(元元元元)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人事費 開幕茶會 茶點 150 10(開幕) 1500  

場地佈置 200 10 2000 

治裝費 500 3 1500 

業務費 

活動費 
海報宣傳

費 
30 

500 
15000 

 

海報紙 50 10 500 
文具 

廣告顏料 50 12 600 

900(30X

40) 

10 

9000 

照片印刷 

200(12X

18) 

20 
4000 

設備費 

照片 

    

 

雜支 21600x3

% 
    

 

總計：34100 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