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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基隆小導演」 

活動企畫案 

 

一、 計畫緣起  

中華電信基金會長期致力於推廣數位應用，隨著數位載具使用的普遍及社群平台的

多元，我們期待培育下一代善用數位工具，培養孩子用影像說故事的能力。 

2018 年基金會透過「數位應用」結合「環保教育」舉辦第一屆「我是環保小導演」

活動，培育小琉球平均年齡不到 13歲的 36位小導演，完成 12支環保短片，並協助

在東港碼頭、來往小琉球的船舶及遊客中心播放，推廣無塑/減碳旅行。 

2019 年基金會複製相同模式在「基隆望海巷海域」舉辦第二屆「我是環保小導演」

活動，培育 30位小導演，產出 10支在地環保短片，並在基隆海科館公開播放，推廣

海洋保育。 

2020年擴大培訓東部及南部「數位好厝邊」社區部落學童，培育 66位好厝邊小導演

創作 40支在地短片。基金會更評選小導演創作，與「美力臺灣 3D電影車」合作，深

入台東山區土坂部落及跨海到屏東小琉球為小導演舉辦首映會。 

2021年擬規劃培育「基隆小導演」，透過在地孩子的視角與觀點共同紀錄「基隆城市

博覽會」活動，並用影像推廣基隆的蛻變與美好。 

二、 計畫目標 

(一) 基金會致力縮短數位落差、推廣數位運用、協助社區部落記錄在地故事，小導演

專案培育孩子們運用手機影像紀錄家鄉，並透過孩子紀錄、推廣台灣鄉鎮的美好。 

(二) 「基隆城市博覽會」從市區到水岸，不侷限在室內空間，整座城市都是展場。透

過培訓三大展區周邊的小導演，讓活動影像紀錄更真切寫實、更創意活潑、更具

在地生命力。 

(三) 預計培育 10組(30位)「基隆小導演」產出至少 20支的「基隆城市博覽會」創意

短片，讓在地孩子更認識自己的城市，共同宣傳推廣基隆的蛻變與美好。 

三、 計畫架構與內容  

(一) 好厝邊小導演 X 基隆城市博覽會 

1. 讓孩子有能力透過手機或平板直接拍攝、剪輯後製，透過在地小導演用真實的情感、

可愛無框架的方式，介紹基隆城市博覽會，讓基隆在地的各種樣貌被記錄與發現。 

https://www.chtf.org.tw/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425002020-260405?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425002020-260405?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525002212-260405?chdtv
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11918/3101027
https://www.apatw.org/project-article/10300
https://www.apatw.org/project-article/10300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52621.aspx#.YEmVbWgzaUk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020-youth-chtf/141504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020-youth-chtf/14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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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計辦理期程： 

(1) 攝影剪輯培訓課程：2021年 9月 25日(週六)至 9月 26日(週日) 

(2) 各組拍攝創作(學校老師帶隊)：2021年 9月 27日(週一)至 10月 8日(週五) 

(3) 創作交流/後製調整課程：2021年 10月 9日(週六) 

(4) 成果公開發表：預計於 2021 年 10 月 10 日(週日)至 10 月 16 日(週六)間擇期

舉辦(確認日期後，另通知各校帶隊師長) 

(5) 「基隆小導演-最佳影片」首映會：另與獲獎小導演團隊/學校擇期舉辦 

3. 預計辦理地點： 

(1)培訓課程場地：基隆市八斗國小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396巷 52號) 

(2)成果發表場地：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367號) 

4. 活動主辦單位：中華電信基金會、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協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基隆市八斗國小 

5. 活動對象：預計邀請城市博覽會展區周邊學校組代表隊參加，每組 3位 5-6年級學

生搭配 1位帶隊師長(課程需全程陪同學員/外拍需與助教共同協助學員)。 

暫擬邀請三大展區週邊或基隆市文化局/教育處推薦學校  組隊參與 (共 10組) 

1 市中心展區(市港再生計畫周邊) 

2 正濱漁港 / 和平島周邊 

3 海科館 / 潮境公園周邊 

4 基隆市文化局/教育處推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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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隆小導演」培育課程：用鏡頭紀錄最真實的在地生活 

課程學員以小學五、六年級學生為對象，基金會導入數位拍攝剪輯、訪談與田野調查

的課程、師資及輔導助教，課程大綱及主要內容如下： 

1. 導演養成教育課程 (概念養成)： 

預計邀請台灣第一部 3D紀錄片《美力台灣 3D》導演 曲全立 ，向孩子們分享「導演

到底要做什麼？」、「如何透過聲音與影像呈現想表達的意像？」、「台灣影像紀錄的故

事與趣事」以及勇敢去做導演夢，啟發孩子們對導演工作的概念與想像… 

2. 拍攝企劃、攝影剪輯、旁白後製教學 (技術指導)： 

預計邀請前 3屆「小導演」特聘影像課程老師：楊仁佐導演，用適合孩子的影像教學

方式(以動畫教影像構圖、用小競賽帶攝影課程、以孩子的語言趣味的方式進行)，教

學重點如下： 

(1)拍攝大綱：教導學員拍攝企劃、影像敘事方式，擬定拍攝大綱，用影像說故事，

讓學員製作之影像內容有內涵意義，更具可看性。 

(2)拍攝技巧：教導學員運用手機、平板、相機或錄影機拍攝紀錄，讓學員拍攝之影

像內容較穩定可看。 

(3)訪談技巧：教導學員準備訪談大綱、如何進入田野進行訪談紀錄，讓學員製作之

影像內容較具深度。 

(4)剪接後製：教導學員將拍攝的素材透過軟體剪接後製(包括配音、字幕、旁白等)，

讓學員製作之影像內容更簡要精采。 

3. 小導演課程實作及各組創作 

(1) 第一階段課程練習作品：廣邀大眾到基隆體驗城市博覽會為主軸 

A. 本次培訓的基隆小導演於首 2 日(9/25-26)培訓產出實作作品(暫定：以基隆

城市博覽會搶先體驗/邀請宣傳短片為主題，片長：1~3分鐘)，相關創意童趣

的短片預計於基隆城市博覽會前夕推播，吸引大眾一同前來參與體驗該盛會。 

B. 為鼓勵小導演們用心參與 2 天課程，盡力完成實作短片，擬提供 3 組小導演

(共 9位學員)各 600元之獎勵金。由楊仁佐導演及基金會工作同仁討論選定。 

(2) 第二階段結訓完成作品：基隆城市博覽會的精華介紹為主軸 

A. 本次培訓的基隆小導演由各校帶隊老師引導於 9/27(一)~10/8(五) (可申請

助教協助 2 日) 以「基隆城市博覽會實況」為主題各組創作短片(片長：2~5

分鐘)，並於 10/9(六)完成創作修正，相關影片於成果發表會(10/10或 10/16)

對外公開首播，為本次盛會各展區做完整的精彩回顧。 

B. 為鼓勵小導演團隊盡心盡力創作最佳短片，擬提供於 9/27(一)~10/8(五)完成

創作的小導演，每位 1 本自選圖書(每本 500 元內，事後自行上博客來挑選，

基金會付費)。 

C. 基金會將從 9/27(一)~10/8(五)創作及 10/9(六)創作共評選 3 支「基隆小導

https://www.formosa3d.com/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5455
http://www.south.org.tw/dv103/pro/pro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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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入圍影片」，額外整組獲得電影票 16張(每人 4張)。 

D. 基金會另從 3支「基隆小導演-入圍影片」評選 1支「基隆小導演-最佳影片」，

另擇期與「美力台灣 3D行動電影車」到學校或社區協助舉辦「作品首映會」。 

4. 課程內容 (暫定) 

第一階段：第一天 9月 25日 (週六)  

時間 內容 說明 

08:00-08:30 報到 領取名牌、分組就座 

08:30-09:00 好厝邊小導演相見歡 + 
培育計畫及課程說明 

1. 參與小導演計畫的 10組團隊介紹 
2. 簡要說明計畫目的、課程流程、短片創作、獎

勵方式等 

09:00-09:40 基隆城市博覽會-搶先看 

(簡報 & QA) 

擬邀請基隆市長官向小導演們介紹各展區重點

特色及搭配之活動，讓小導演有清楚之輪廓，以
利發想籌畫拍攝大綱。 

09:40-10:00 休息時間 

10:00-11:00 小導演的養成 講師：曲全立 導演 (美力台灣 3D行動電影車) 
影像工作分享與指導 + Q & A： 
導演到底要做什麼？如何透過聲音與影像呈現
想表達的意像？啟發孩子們對導演工作的概念
與想像，打開孩子們的影像視野與導演夢… 

11：00-11：10 休息時間 

11：10-12：00 基礎攝影技巧 講師：紀錄片導演 楊仁佐  
錄影功能、檔案格式設定、各種器材錄影功能的

差別、攝影技巧等 

12:00-13:00 休息 (午餐)                   邊用餐邊討論構思練習作品創作方向 

13:00-14:00 簡易採訪技巧教學（一） 訪談前置準備、分鏡構圖技巧、實務經驗分享如
何拍好訪談(邊講邊示範並個別操作) 

14:00-14:10 休息                            

14:10-15:00 簡易採訪技巧練習（二） 分組實作練習(輔導員協助指導、團隊合作) 

15:00-16:00 各組訪談練習作品分享交流 導演 評析每組拍攝作品之優缺點及改進方向 

16：00-16：10 休息 (點心) 

16:10-17:10 拍攝企劃討論/拍攝大綱討論確
認 /外拍重點提示 
(以廣邀民眾來基隆參與基隆城
市博覽會為主要創作方向) 

1. 影像敘事概念：知道如何拍攝、拍什麼、如何
拍攝才利於後續剪輯呈現 

2. 拍攝企劃製作(影像內容架構/工作分配) 
3. 實作短片呈現方式/拍攝地點確認 
4. 呈現方式不拘：新聞報導式/小網紅模式/創

意演出/戲劇表現/KUSO搞笑等均可 

https://www.marieclaire.com.tw/entertainment/movie/33257?atcr=2345b9
http://www.south.org.tw/dv103/pro/pro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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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17:30 各組小導演/帶隊師長/助教 

-隔日 實拍內容確認 

1. 回報實拍行程 (含時間/地點) 

2. 助教與帶隊師長、小導演約妥集合時間、地點 

17：30~ 第一天  培訓結束 (返程)   

第一階段：第二天 9月 26日 (週日)  

時間 內容 說明 

07:30-10:00 
基隆城市博覽會-試拍創作 
(宣傳短片) 

1. 帶隊老師/助教全程陪同輔助拍攝 
2. 城市博覽會尚未正式開幕，配合展區開放情

形拍攝，或者於合適空間創作 
3. 以廣邀大眾來參與基隆城市博覽會為主題 

10:00-10:30 課程教室報到 返抵課程教室/分組就座 

10:30-12:00 剪輯軟體操作 
講師：紀錄片導演 楊仁佐  
基礎剪輯、輸出影片、如何配音、旁白及字幕(邊
講邊示範並個別操作) 

12:00-13:00 休息 (午餐) 

13:00-15:00 作品剪輯後製實作 各組小導演透過帶隊老師及助教協助完成一支
1~3分鐘的短片 

15:00-17:00 短片發表：作品分享交流 1. 各組學員分別介紹短片作品 
2. 導演作品評析 

17:00-17:20 實作短片評選及頒獎 1. 評選 3 組小導演(共 9 位學員)頒發各 600 元
之獎勵金 

2. 提醒 9/27~10/8實拍及 10/9課程注意事項 

17：20-17：30 規劃排定展區拍攝/剪輯創作時
程 

9/27(一)~10/8(五)，提供 1~2天助教協助拍攝/
剪輯相關輔助，各組自行與助教敲定時間。 

17：30~ 第一階段課程結束-返程 繳回名牌 / 提供西點餐盒 

9/27(一)~10/8(五)期間  各組小導演 實拍 & 創作  

(各校帶隊師長引導帶領小導演進行拍攝創作，期間可申請助教協助拍攝/剪輯 2天) 

 

第二階段：  10月 9日 (週六)  

時間 內容 說明 

08:00-08:30 報到 
1. 領取名牌、分組就座 
2. 儲存各組 9/27(一)~10/8(五)實拍/創作影音 

08:30-09:30 剪輯後製進階技巧 1. 影片修正後製處理原則及方式 
2. 如何將影片內容/配音後製等調整更到位 

09:30-09:40 休息時間 

http://www.south.org.tw/dv103/pro/pro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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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0-11:30 短片發表：作品分享交流 1. 各組學員分別介紹短片作品 

2. 導演作品評析/作品修正方向 

11:30-12:00 拍攝企劃討論/補拍活動或展區
畫面(訪談)討論 /外拍重點提示 

1. 實作短片主題/呈現方式/拍攝地點確認 
2. 可就原創作修正調整；亦可衡量評估是否再

創作一支短片 

12：00-13：00 休息 (午餐)                    回報實拍行程 (含時間/地點) 

13：00-15：00 

基隆城市博覽會-展區實拍 

1. 以學校鄰近的展區周邊為主 
2. 帶隊老師/助教全程陪同輔助拍攝 
3. 可以原創作補拍畫面；亦可考慮重新創作另

一支新作品 

15：00-15：30 
課程教室報到 返抵課程教室/分組就座/儲存影音檔案 

15:30-17:30 作品剪輯後製實作/ 
作品成果發表前-最終修正 

1. 各組小導演透過帶隊老師及助教協助完成一
支 2~5分鐘的短片 

2. 導演陸續前往各組協助指導剪輯作業 

17：30~ 第二階段 課程結束-返程 

         第二階段： 成果發表會  預計於 10月 10日(週日)至 10月 16日(週六)間擇期舉辦 
上午 或 下午  時段擇一 

時間 內容 說明 

09:30-10:00 
或 
14:30-15:00 

成果發表會報到 1. 邀請指導單位基隆市政府、基隆市文化局、基
隆市教育處長官蒞臨指導 

2. 邀請新聞媒體/學校師長/學童家長參與 

10:00-12:00 
或 
15:00-17:00 

基隆小導演-成果發表 
1. 播放活動成果影片 

(基金會監製) 
2. 長官/貴賓致詞 
3. 小導演創作發表(10支短片) 
4. 基隆小導演結業典禮 
5. 基隆小導演入圍影片/最佳影

片頒獎 
6. 活動圓滿結束 
(細部流程另詳細規劃) 

1. 活動成果影片(基金會委託楊仁佐導演團隊
於課程/外拍/剪輯後製個階段，紀錄小導點
學習及創作過程的酸甜苦辣與蛻變成長) 

2. 透過小導演的影像紀錄，精彩回顧展示「基隆
城市博覽會」各展區，讓小導演自己訴說基隆
的美好，自己表達身為基隆人的驕傲。 

3. 結業式：頒給 30位小導演結業證書 
4. 頒獎：「基隆小導演-入圍影片」3 支(贈與整

組 16張電影票/共 3組 48張)；「基隆小導演
-最佳影片」1支(獲得基金會協辦作品首映會
的機會)。 

(三) 「基隆小導演-最佳影片」首映會 

為激勵小導演盡心盡力完成創作，競逐最佳影片榮譽，並鼓勵「基隆小導演-最佳影

片」的小導演。基金會特別設計規劃為獲獎小導演舉辦人生第一場首映會活動，協

助在學校或社區舉辦「首映會」，並協助邀請「美力台灣 3D 行動電影車」進入校園

或社區公開播放其創作短片。 



 

7 
 

(四) 社群媒體宣傳 

1. 將活動訊息、小導演創作、成果影展精彩花絮及透過新聞發稿(中央社、新聞媒體、

地方新聞等)、基金會網站、FB(目前粉絲數 8萬 5千多人)、Youtube、IG等進行推

廣宣傳，並轉分享至在地學校或社區 FB 及在地群眾社團，將活動之成果及效益擴

大延續。 

2. 擬與《遠見雜誌》專案合作，進行採訪紀錄/廣編報導，並隨遠見雜誌相關平台露

出小導演針對「基隆城市博覽會」創作的短片，讓孩童透過影像創作行銷推廣自己

生活成長的城市，讓基隆城市的美好及小導演的創作藉由《遠見雜誌》相關平台擴

大宣傳。 

 

四、 預期效益 

(一) 培育孩子用影像說故事的能力：以孩子的視角介紹基隆的蛻變與美好 

「基隆小導演」預計培育 10組(30位)「基隆小導演」產出至少 20 支的「基隆城市

博覽會」創意短片，讓在地孩子更深刻認識自己的城市，並透過孩子們自己的鏡頭，

可愛、創意、無框架的影像敘事手法，讓更多人看見基隆在地美好的人事物，共同

宣傳推廣基隆的蛻變與美好。 

(二) 在地活動向下扎根：「基隆小導演」深度參與&紀錄「基隆城市博覽會」 

藉由「基隆小導演」的影像培訓及城市博覽會的實際參與，建立在地學童深度參與、

紀錄在地活動的良好模式。透過培訓基隆城市博覽會三大展區周邊的小導演，讓活

動影像紀錄更真切寫實、更創意活潑、更具在地生命力。 

基隆小導演為基隆城市博覽會活動貼身創作，博覽會活動前夕拍攝短片邀請社會大

眾一起來基隆參與城市博覽會活動，博覽會期間紀錄下活動的精彩實況，博覽會活

動後透過影像宣傳推廣，持續擴大「基隆城市博覽會」的效益，可望成為地方活動向

下深度扎根的最佳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