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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簡介

為增進年輕族群及社會大眾對桃園客家文化資產之認識，桃園市政府

客家事務局辦理客家影像創作活動已經邁入第6年，今(109) 年以「桃園海

洋客家文化」為主題，以桃園地區的濱海客家文化內容為核心，希望參賽

團隊以紀錄片的方式，就信仰、歷史、建築、語言、音樂、文學、社區、

人物為主題發揮，著重於拍攝的觀點以及用創新的角度及方式表達獨特的

客家人文歷史。

【海客．映像─2020桃園客家短片培訓計畫暨競賽】共有29件拍攝企

劃參與投件，經由客家文化領域及影視專業領域組成之評審團，進行書面

及影片初審、面試複審等雙階段評選，決選出8組團隊參與本次培訓計畫。

今年入選影片包含豐富的「海洋客家文化」元素及議題，每部紀錄片作品

皆呈現出桃園特有的海洋客家人文歷史，透過各團隊不同的視角與鏡頭，

看見「文化的世代交替」，世代間透過「對話」搭起溝通橋樑，引領觀眾

尋找文化傳承的共識，以及認識桃園獨特的海洋客家風情。

本計畫在109年11月14日(六)舉辦頒獎典禮，給予獲獎團隊肯定及鼓勵，

希望號召更多熱愛客家文化及影像創作的同伴共襄盛舉，共同參與這場意

義非凡的盛宴，深刻地將桃園的海洋客家記憶烙印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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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老師介紹

評審 – 書面/ 面試

陳志漢
主要經歷

給學員的話

2018 新北市教育局【混齡教育】

2018 新北市政府新聞局【新北市紀錄片獎廣告】

2019 公共電視前瞻計畫人文科技紀錄片【2029-收割太陽】

2019 這虎音樂【耳朵帶我去旅行紀錄片】

2019 【一念】導演

恭喜作品完成！今年是第三年擔任評審了，可以看到一些老

面孔導演，從企畫中可見的明顯進步，是長期培訓的成果，

也是客家文化力量的延續。也看到過程中大家的努力，一個

文化可以有很深的討論，希望你們擁有影像能力後，可以為

客家文化紮下更深的根。

羅亦娌
主要經歷

給學員的話
評審 – 書面 / 面試

客家電視生活資訊類音樂人文類召集人/製作人

2019 《電視音樂專輯─勞動者之歌》入圍年度金鐘獎「節

目創新獎」

2020 美國紐約電視獎擔任評審

2020 《音樂關鍵字─尋聲》獲得亞洲影藝創意大獎

2020 《音樂關鍵字─尋聲》入圍年度金鐘獎「動畫節目獎」

此次參與2020海客映象的企劃案非常豐富與多元，期待藉

由紀錄真實生活的影像與聲音，重新認識自己生長的地方，

帶領觀眾體驗這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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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 – 書面 / 面試 / 決選

評審 – 書面/ 面試評審 – 書面/ 面試

何懷嵩
主要經歷

給學員的話

世新大學副教授

風車電影公司製片

電視金鐘獎評審委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領域課綱研修委員

海洋迴異於客家傳統丘陵淺山聚落環境，提案即引領出許多

獨特的客家人文議題，深富魅力，不僅挖掘罕見過往文史，

亦探索未來海洋客家創新傳承，感謝創作團隊願意投入熱情

發掘紀錄，謝謝您們，客家文化的推手。

侯剛本
主要經歷

給學員的話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助理教授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附設京劇團團長

感謝生命的機遇，讓我與這些優秀團隊相遇，透過影像紀錄

的聲光書寫，抓住當下稍縱即逝的珍貴「映像」，細細典藏

瞬間永恆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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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 – 書面/ 面試 / 決選

彭啟原
主要經歷

給學員的話

2014 臺灣客家音像記錄學會 理事長

2015 臺北市南機場客家研究調查 計畫主持人

一個退而不休的導演

目前正在進行故鄉楊梅老照片與老故事的收集

學習紀錄片的製作，深度思考是 重要的功課，思考你個人

的觀點，思考如何深入受訪者的內心世界，經過深度思考的

作品才有機會感動自己，如此才能感動別人。

李嘉元
主要經歷

給學員的話評審 – 決選

交通大學客家學院 碩士生

民視 台灣那麼旺 節目製作人

電影 女鬼橋 製片人

NHK 路 總製片

民視 薛丁格的猫 節目製作人

恭喜所有入圍者，紀錄片好比心靈雞湯，有時候治療自己有

時候治療觀眾，欣賞今年團隊作品時，總會想起多年前剛開

始當導演的自己，在剪接室常常半夜剪片看著被記錄的人物

流淚，也跟著淚流滿面，卻又覺得十分療癒。

評審 –決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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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 – 決選會議

羅烈師
主要經歷

給學員的話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系副教授

紀錄片的珍貴除了被紀錄者之外，紀錄人的自我展現更令人

驚豔。

楊翔勳
主要經歷

給學員的話
評審 – 決選會議

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客家電視台 製作人

八大電視台 製作人

三立電視台 製作人

影像紀錄工作的「質」和「量」是成正比的。拍攝一小時和

拍攝十小時的影像豐富度是不一樣的，剪輯一小時和剪輯十

小時的內容精采度是不一樣的，切記「要怎麼收穫，就要怎

麼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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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漢
主要經歷

給學員的話

2019 公共電視前瞻計畫人文科技紀錄片【2029-收割太陽】

2019 這虎音樂【耳朵帶我去旅行紀錄片】

2019 【一念】導演

看見學員明顯進步，是長期培訓的成果，也是客家文化力量

的延續。也看到過程中大家的努力，一個文化可以有很深的

討論，希望你們擁有影像能力之後，可以為客家文化紮下更

深的根。

陪拍導師介紹

葉治君
主要經歷

給學員的話

2008-2012  客家電視十三響客家青年築夢故事編導

2012- 迄今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影像書寫專業攝影指導

2019- 迄今 國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專業攝影指導

讓影像的觀看成為一種有意義的詮釋，並在主觀與客觀的交

融中走出一條路。

陳心怡
主要經歷

給學員的話

2015 《三鶯油墨書畫展-畫家的故事》

2017 《壯遊人生》

2017 《老屋簷的青春紀事》桃園市文化局

透過鏡頭，看到的不只是別人，更多的是自己。唯海納

百川與謙讓，才能擁有 廣的鏡頭說出 動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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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孩子們-小時候
創作團隊
指導老師
影片長度

陳毅、王柏崴、徐承靖、鍾沛儒

陳心怡

29分00秒

影片
大綱

17歲的王柏崴來到笨港國小拍攝紀錄片，一群貼近海洋的孩子們唱

著客家歌謠，讓他想起以前在合唱團的點滴。拍攝過程中瞥見的那些叛

逆、不堪、快樂與悲傷，正是成長過程中帶給我們的養分，也是我們早

已失去的純真，回不去的小時候，藏著許多重要的事物。

掃我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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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心得

孩子們在招生不足的大環境下仍自在的成長、奔跑，並沒有感受到

如同大人般的複雜。笨港國小的孩子們純真的模樣，也時時刻刻提醒

我們許多事情，順著紀錄片，它會找到自己的路，慶幸這幾年藉著桃

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的計畫，我們能拿起攝影機述說桃園客家的故事。

謝謝紀錄片帶給我們的一切，那是真真切切讓我們跟人相處、對話的

契機，也才發現這塊土地飽含著許多精彩，值得一直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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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味緒，當餳人
創作團隊
指導老師
影片長度

匡晉廷、鄧碩威、趙子涵、曾孟緣、廖宇萱、邱昱寧

陳志漢

29分28秒

影片
大綱

從海客文化藝術季開始，展開一場追尋文化的旅程....從古老的記憶

中那一味不可或缺的鹹，用鹽譜寫生存的歷史，還有綿延數百年的堅忍

與智慧開始，經歷現代社會變遷帶來的劇烈改變，傳統文化似乎幾近窮

途末路,到期望以全新面貌展演的「海客文化」。邀請你加入我們的旅行，

一同探索海客文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掃我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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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心得

這次的主題為「海客映像」，正好是課堂上所學，因為這次計畫才

有辦法從紙上談兵到實地探究新屋海客文化過去與未來的展望。在經

歷數次的訪談後，更了解新屋當地人對於海客文化發展的看法，也發

覺到世代間的認知不同，造就對於海客文化理解的差異；而我們試圖

從中可以得到更好的解決方法，在層層的訪談之中得到我們心中所構

想的海客文化。感謝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及中華公共事務傳播發展

學會一路上的協助與規劃，讓我們能實踐計畫書上所想要得到的東西，

也感謝導演在每次課程上的協助，以及能夠適時對於我們的紀錄片給

出精闢的建議。在歷經此次活動後，我們希望能延續此紀錄片的精神，

用影像和聲音記住這些文化，及那些關乎「人」的想法與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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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塔與守護者
創作團隊
指導老師
影片長度

林聖賢、許家峻

葉治君

20分36秒

影片
大綱
影片
大綱

燈塔如果有生命，那他會有什麼樣的性格與特質？我們把燈塔設定

成是個說書人的角色，120歲的他有長者的智慧，也有赤子之心，整部

影片就是透過燈塔的視角，以客家人遷徙桃園濱海的歷史作開端，一路

串連已經退休的燈塔守護者徐吉湧先生的勞動生活，兩人似有似無的談

話，講到過去生活的清苦，與人生的淡逸追求， 後帶回到客家老祖先

渡海來臺開墾新地的初心。

掃我看影片

12



創作
心得

雖然說我是土生土長的觀音人，但長年在外工作，回鄉探望家人總

是匆匆一瞥，今年因為這個紀錄片培訓的機會，讓我可以好好的佇足

與停留，透過拍攝的過程，重新認識與發現了自己腳下這片土地的美。

能夠再度進入燈塔，站上瞭望臺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經驗，這部分要特

別感謝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與交通部航港局的協助，在國中新生入

學幹部訓練的時候，學校曾經安排我們進去體驗當時還是軍事重地的

燈塔風光，「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為年少的我留下了不可抹滅

的記憶，在那一刻，就對燈塔產生了特殊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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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海~客家老船長的故事
創作團隊

指導老師
影片長度

謝家華、李怡穎、姜婷云、趙庭薇、廖浚潮、
杜鳳儀、賴欣妤

葉治君

23分01秒

影片
大綱

本片透過第四代客籍漁民－楊船長的故事，展現新屋近 60 年漁業的

變化。片中亦以家常食物、土地龍神設置呈現海客與山客相同的生活方

式。紀錄祖輩開始的捕魚儀器、船、停船地點、方式的改變，並以逾80

歲長者的陳述，作為永安漁港替新屋漁業發展建立里程碑的歷史見證。

掃我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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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心得

如果有天，有新屋長輩想告訴子孫：「頭擺、頭擺這個港口…」

「頭擺阿太的船… 」能想到拿耕海這部片運用，對我們而言投注的心

力就值得了，感謝楊門圈船長、新屋愛鄉協會李文富先生等人協助拍

攝、中壢區漁會等單位提供照片、文史工作者姜義溎老師、桃園石滬

協會許勵志先生、張順德船長等人接受諮詢、好友李怡穎作曲、賴賴

配音。當然，還要感謝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在

文化傳播領域上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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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簿个故事
創作團隊
指導老師
影片長度

徐淑卿、洪文麗

葉治君

20分14秒

影片
大綱

三官大帝是客家人重要的信仰，一百多年前拓墾的人們來到此地，

亦由原鄉帶來三界爐，是重要的信仰中心。在桃園新屋觀音的四本簿，

是無廟信仰的四庄頭輪值祭祀圈，而生活在此的人們，包含觀音區的崙

坪、大堀、藍埔及新屋區的清華村，人們世居於此，習慣每四年輪值一

次的平安戲，老人也擔心年輕人無法傳承，這百年的傳統會逐漸式微嗎?

掃我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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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心得

因為108年拍攝「伯公下有閒來寮」，因而接觸觀音新屋的四本簿

祭祀圈，拍攝後認識了住在這四大輪值區的人們，對於伯公、三官大

帝信仰如此虔誠，過程中經歷無數次的訪談與拍攝，想走進每一位受

訪者的內心，真正紀錄他們的文化，感謝這項計畫讓我們發揮主題，

也藉由專業導師的協助，讓紀錄片更加有意義， 後也感謝三官大帝

及四大老伯公的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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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手
創作團隊
指導老師
影片長度

梁德珊

陳心怡

20分00秒

影片
大綱

張順登，從小在永安漁港長大，父親捕魚，一家三代都是漁民，但

他與他的父親，都不希望小孩繼承這項工作，因為他們比任何人都了解

海的可怕。張順登的妻子是永安漁港釣具店的老闆娘，她比多數人明白

海的高深莫測，因此對於家人出海，總是懸著一顆心。討海的人，多多

少少帶著「逃海情節」，本片將紀錄這一家人如何日復一日跟海共處。

掃我看影片

18



創作
心得

永安漁港是個有趣的地方，第一次在平日造訪，是個安靜的不得了

的漁港。也是因為平日前往，有機會看到漁港不同於假日的面貌，寧靜、

樸實、生活感的一面。第一次跟紀錄片裡的船長出船很有趣，一早六點，

天才微微亮，但港口已經有不少等著出海的船，船長說漁民的生活就是

隨著大海的潮汐擺盪，一漲潮就出海，也沒在管是半夜幾點。往往一出

船就是三四天，跟船相處的時間，多過於跟家人，但這就是漁民。拍攝

期間以為船上等待的時間長，會很安靜，但駕駛艙裡，船長不停的與鄰

船交換訊息，有時候說說笑話，也算是能排解等待收網的苦悶。船長說

捕魚的知識都是自己摸索來的，對於生在漁港邊的小孩，這難不倒他，

但看在我這個都市俗眼裡，實在是很了不起的技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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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起去海邊吧！
創作團隊
指導老師
影片長度

劉佳青、李哲宇、范庭榛、羅堃旂

陳志漢

26分59秒

影片
大綱

讓我們看看海客新住民，新屋高中的熱血教師王巴迪，帶著學生們

走出校園踏訪石滬藻礁、綠色隧道、客家古厝、永安漁港，認識在地海

客文化的美好，一起大手拉小手參加比賽、開發石滬桌遊、規劃在地旅

遊行程。也看到地方文化的年齡斷層、新舊衝突，希望藉由這些過程，

期許孩子能夠更喜歡自己的家鄉、思考自身可以做的事。

掃我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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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心得

透過本次的拍攝有機會更了解桃園海客文化及原來我們的海邊這麼

美，從石滬到藻礁、海邊林間小徑、後湖溪獨木舟、客家古厝歷史、

永安漁港海產，隨著鏡頭也體驗了一回當地人與環境共同的生命歷程。

但越深入拍攝，漸漸地也看到了這塊土地青年返鄉的困難與落差，特

別的是，看到巴迪老師不斷的努力，會感覺這塊地方未來是有更多可

能的，身為紀錄者的我們也不斷被巴迪正向的態度給感染。

本次紀錄也感謝陳志漢導演的指導，除了前期討論指導如何收斂主

題之外，拍攝後素材挑選觀點也讓我們受益良多。 後也希望更多民

眾藉由影片更認識我們桃園獨有的海客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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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海水退去
創作團隊
指導老師
影片長度

曾子林、余勛凱、黃子珆、尚婷、吳采恩

陳志漢

20分35秒

影片
大綱

「當海水退去」代表石滬出現的時候，卻也象徵石滬文化隨著前一

代的長輩老去而逐漸退去。石滬文化傳承，從來不該只是單向去傳遞。

我們找到了致力於石滬文化保存及推廣的新屋愛鄉協會的理事長—李仁

富，更找到年輕世代的代表—法律女孩陳昱儒。女孩、協會和石滬開始

對話，帶著新世代的思維和眼界，和石滬文化的意義和傳承擦出火花。

掃我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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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心得

「無心插柳柳成蔭」拿來形容我們組應該 適當不過了？能一路走

到 後其中包含了很大成分的運氣和緣分。能說 多的仍然只有無限

感謝，從每個被拍攝者的大力支持與協助，到與颱風擦肩而過的主要

拍攝日。一個團隊要能合作無間不容易，一個組成「荒謬」的團隊更

是如此。剛走出校園的我們，不曉得未來會在哪停留，也不知道四個

月後的交件日，會有什麼樣的作品產生。一群今年剛畢業的社會新鮮

人，想要用 後的自由，為這個社會再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是支撐

我們的 強動力，也成為團隊向心的 高信念。大家湊在一起的時間

像乳溝一樣硬擠出來，只為了能替團隊分擔負荷。「但，是值得的

吧？」走過這一路，看著懷胎四個月的孩子誕生，內心的悸動證明努

力沒有白費。我們知道我們正在做的不只是比賽，而是在用我們年輕

世代的方式和力量，理解這些長輩們奮力保存的文化，並利用我們

熟悉的平台和管道，傳遞這些值得被看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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