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接到通知，要寫一份心得報告，我知道離臺的時間臨近了 

來灣灣近一年，早已習慣了這裡的一切，一切都是那麼美好 

每每想到離別的畫面，總會刻意去逃避，而今也只能正視了 

這份心得，是我對這半年種種經歷的回溯 

透著美好，也帶著感傷 

如果您有緣讀到，請備上一壺酒，聽我娓娓道來 

 

再來灣灣，是 2016年 2月 20號 

這學期交換的學校是國立東華大學，位於花蓮 

與世新大學相比，東華大學的佔地面積大很多 

因為遠離大都市的喧囂，校園環境也更為幽靜 

對於做影視創作的我而言，這樣的環境自是很合我胃口 

由於沒有學分壓力，我來這裡的初衷是想拍一部原住民的紀錄片 

剩下的時間準備遊山玩水，把上學期沒玩過的地方都補上 

不曾想，之後的故事完全沒有按照原定計劃發展 

   

這學期我一共修了兩門課，《原住民工藝美術》和《紀錄片製作》 

另外還旁聽了一門《短片製作》 

接下來的劇情似乎在此已埋下伏筆 

許是緣分，在《原住民工藝美術》課上結識了一位東華小米園的朋友 

得知東華小米園裡面大多是原住民大學生 

他們向學校申請土地種植小米，想藉此找回和傳承原住民的傳統文化 

我開始對這個團體所做的事情產生興趣 



   

第一次接觸他們，是在小米播種祭 

這也是我第一次參與原住民的祭儀活動 

看著他們腳踩在土地上，閉著雙眼前行 

帶著對小米精靈的敬畏之心播種小米 

內心深深被當時的場景所觸動 

這種觸動源於他們對族群的認同和對民族文化的態度 

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台灣原住民大學生為承襲族群文化所作出的努力 

那一刻，我心裡萌生了一個想法 

我想把小米園裡面的這群大學生所做的事情紀錄下來 

讓更多人看到，文化不是說說而已，是要身體力行的去實踐 

於是，拍攝一部關於他們的紀錄片的想法在我心中開始醞釀 

   

隨著跟小米園大夥兒的關係越來越親密 

他們接受了我想拍攝他們的請求 

為了讓我更深入的了解原住民 

他們帶我去部落設身處地的感受不一樣的文化 

我先後去過五個部落，鹿鳴部落、布農部落、春日部落、台阪部落、大溪部落 

回想起來，在部落的日子是我在台灣最美好的記憶 



   

我去的第一個部落是鹿鳴部落，那裡的族人是布農族 

去的時候正值布農族的小米除疏祭 

生平第一次跟著族人進到小米田，給小米除疏 

而後跟大家一起學習製作陷阱和捕鳥器 

還吃到了地道的原住民風味美食 

這些於我而言，都是全新的體驗 

   

而最讓我記憶猶新的，是林班之夜 

我們一群人圍坐在火堆前，吃著烤肉唱著歌 

沒有既定的規矩，只有隨性的喝酒聊天 

所有人都拋開世俗的煩惱，沉浸在美妙的音樂里 

我清晰的記得 

當《林班之歌》響起的那一刻，我有種靈魂觸電的感覺 

雖然我聽不懂族語，卻莫名的感動到想哭 

我想，這可能就是原住民歌聲里的魅力吧 

無拘無束、自在灑脫、任意馳騁 

沒有所謂的套路，僅憑著當時的心情自由歌唱 

這種由心而發的聲音才最樸實、最打動人心 



   

自那以後，我發現，原來生活也可以這樣過 

從部落回去後，一天在覓食的途中，經過理想大地 

隨即有了靈感，創作的慾望開始蠢蠢欲動 

全然把遊山玩水的念頭拋在腦後 

一股腦栽進劇本創作裡 

結果一寫就是兩個多月 

不覺中，春天已吻上了夏天 

    

其實在這期間有太多豐富而別樣的經歷 

足以讓我用一生去銘記和回味 

墾丁之行，沿途的風景比目的地更讓我留戀 

相較霓虹閃爍的墾丁大街 

我更愛浩瀚的海洋 

帶有一種原始的狂野和奔放 

擁有容納百川的胸襟與氣魄 



   
之後去了春日，這是我去的第二個部落，裡面大多是阿美族 

在這裡我認識了葛鬱金，它是春日部落的特色食物 

在很多族人心裡 

它是「阿嬤的零食」，夾帶著「童年的回憶」，散發出「Ina的味道」 

   

葛鬱金體驗，對我而言是一席文化與美食的饕餮盛宴 

怡人的風景，熱情的族人，誘惑的美食 

讓我愈發捨不得離開，考慮要不要入贅到這裡 

感恩能遇到這群善良、熱忱、真摯又可愛的原住民青年 

我永遠會記得我去過一個部落叫“春日” 

她還有個美麗的名字叫“織羅” 

   

4月 1號至 4號，灣灣放春假 

這個春假像是特意為我放的，因為我的生日是 4月 4號 



第一次隔著海峽過生，註定是獨特而有意義的 

一直以為我的生日緊挨著清明，來到灣灣才知道我竟然是兒童節出生的 

沒錯，4 月 4號是灣灣的兒童節 

我是兒童節出生的，難怪我一直保有一顆童心，哈哈 

這幾天的行程像是我的生日之旅，每一天都有不一樣的驚喜和感動 

#春假第一天# 

很有情調的溫泉民宿，房間內自帶溫泉泡間 

淡淡硫磺味，裊裊溫泉氣 

好好放鬆，才有更多靈感投入創作 

一覺醒來，跨出房門，就有美美的早餐 

真的是件不能再幸福的事 

   

 

#春假第二天# 

見識了排灣族的雙管鼻笛演奏 

瞭解了排灣和魯凱的區別 

觀看了部落的鄉運會 

參觀了融合排灣族文化特色的天主教堂 

知道了原來有一種燈叫鹿（路）燈 

   

在台阪部落認識了一群溫暖的人 

開車帶我去圓夢農舍聽濤品茗 



第一次鳥瞰到太平洋的浩瀚無垠 

聽說我想留在台灣，都爭相給我介紹對象，一時弄得我手足無措 

晚上至善請我吃飯、夜唱，提前為我慶生 

第一次在部落的 KTV 唱歌，簡陋卻很盡興 

   

#春假第三天#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部落 

整理照片，腦子裡全是當時的畫面 

台阪部落的歸寧饗宴，讓我感受到具有排灣特色的婚宴氛圍 

我紀錄了婚宴的全過程，父親把女兒的手交給新郎的時候 

他們哭了，我也哭了 

   

再次去到圓夢農舍，吹著太平洋的海風 

阿嬤遞給我一顆新鮮檳榔，第一次嚼，味道酸酸的，很難忘 

吃著老闆自己種的黑番茄，看到頭目被打趣 

讓他吃黑番茄的時候，小心別咬到自己的手 

一開始沒明白，懂了之後笑噴 



   

後來才發現頭目跟我是同一天生日 

他給我看祖傳的獵刀，上面刻有人頭圖案和排灣族的圖騰百步蛇 

然後向我展示獵山豬的技巧和獵刀上智慧 

他拿連杯與我共飲，把我當好朋友 

告訴我連杯的意義（平等、默契、無距離） 

這種體驗，很溫馨 

   

部落沒有蛋糕店 

能在部落跟頭目一起過生 

吃到別具匠心的生日蛋糕 

於我是一次奇妙的經歷 

聽大家唱生日快樂歌，眼眶紅了 

這種感覺，很幸福 

   



晚上頭目帶我去吃烤肉，跟我聊了很多 

他讓我有空常來這裡，還留我多住幾天 

為了我回大陸後，還能聯繫上我 

他專門下了 WeChat，備註我為“雄鷹”，而他是“百步蛇”  

聽說我想留在台灣，他說要給我推薦排灣族最優質的人選 

於是指著一位阿姨，說她是我未來的岳母 

那位阿姨馬上給我看她女兒的照片，說她女兒明天就會回來 

我一臉錯愕，感覺一切來的太突然 

此行還很幸運認識了刀哥和鑾姐 

把我當他們兒子一樣看待，去任何地方都不忘帶上我 

   

#春假第四天# 

謝謝大叔讓我在他家裡舉辦生日派對 

謝謝朋友們讓我做了回安靜享用美食的美男子，哈哈 

謝謝大夥兒的生日禮物（有的還在大陸寄往灣灣的途中） 

謝謝大叔的提拉米蘇蛋糕 

謝謝刀哥送我的部落帽子（聽說戴它去部落，族人們看了會覺得很親切） 

感恩所有送來祝福的親人朋友們 

   

還有，我絕對是史上最配合的壽星 

心甘情願被抹了一臉的提拉米蘇 

那時候的心情是美妙的 



最後，我的生日願望是 

祝福我愛的和愛我的人平安順遂 

希望自己不忘初心，做一個溫暖的人 

   

#完美 Ending# 

緣分這東西真是奇妙，似一條無形的紐帶 

把天南海北、互無交集的人，通過一個目標、一段情誼連結到一起 

謝謝小米園的大夥兒，給了我一個 surprise 

為我在灣灣的這個生日畫上了圓滿的句點 

當點上蠟燭的蛋糕從門外端進來，大家唱起生日快樂歌 

那一刻，有種幸福感爆棚的感覺 

在大家的歌聲中，我許下生日心願 

祝一路溫暖我的人開心自在 

願不辜負小米園的期望，共同完成一部關於他們的紀錄片 

這是我的心願，也是小米園的心願 

   

盼，時光荏苒，情誼不變；細水長流，寂靜喜歡 

如果要用一個詞總結這五天的行程，我會說 

度日如年（度過的每一天都像過年一樣） 

來灣灣快一年了，我愈來愈覺得 

灣灣最美的風景在花東，花東最美的風景在部落  



   

生日之旅結束後，跟廖老師去拜訪一對做石雕藝術的夫妻 

剛踏進院門，就被眼前的景色所迷住 

庭院深，落花紛，真不忍心用腳踐踏 

很有創意的石雕，好豐盛的下午茶 

   

落地窗外，整片的落葉松 

像一幅畫，春夏秋冬都在裡面 

這是我夢中嚮往的居所 

花蓮，一個適合做創作的地方 

臨走前，兩位石雕藝術家贈予我的作品集 

配上松果乾花，好美 

   

因為上學期拍的微電影《獎盃》入圍了“育秀盃”決賽 



我被邀請去台北參加頒獎典禮 

再次見到婷姐、段組長和主管 

眼淚差點飆出來 

還有上學期與我並肩作戰的攝影師浩鋒 

陪我一起在片場度過了一個特別的聖誕 

雖然沒能如願獲得首獎 

但能一起創作自己喜歡的作品 

就已經是件很幸福的事了 

   

沿著上學期走的路徑重走了一遍世新 

搭乘再熟悉不過的粉色校車回到會館 

腦子裡飛快的閃現著當時的畫面 

逼真的好像一切就發生在昨日 

帶著彼此的珍重和祝福 

願下次再會 

都能成為更優秀的自己  

   

離開台北，這個承載著我太多美好記憶的地方 

坐船來到蘭嶼，上《原住民工藝美術》的課外實踐課 

蘭嶼真是一個美到令人窒息的地方 

什麼是世外桃源 

什麼是風景如畫 

來到這裡大概就都知道了 



   

喜歡坐機車環島 

拂面的海風夾雜著大海的味道 

喜歡這裡的文創 

每一件背後都有屬於它的故事 

喜歡島上的生活 

讓人放慢腳步去欣賞眼前的美 

滿棒和姍姍準備的佳餚 

滿足了我想吃一頓豐盛海鮮的慾望 

   
 

跟小 V一起爬天池 

撐著油紙傘 

遊走在天池邊 

這把傘真的太應景 

讓我仿佛置身於西湖畔 

只是景色越美 

越能襯出一種孤獨 

我有一把傘 

卻沒有一同撐傘的人  



   

不管怎樣 

這幾天寶寶過得很開心 

但寶寶不說 

是時候回學校繼續拼搏了 

要麼看書 

要麼旅行 

身體和心靈總有一個要在路上  

   
如果有人問起，我在灣灣吃過最高檔的料理是什麼 

那一定是它，Giwas Ali（後來才知道這是高金素梅的族名） 

別致優雅的用餐環境 

精緻美味的西式料理 

謝謝皓恩 Dad和皓恩的盛情款待 

吃到美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事了 



   

但是當晚最遺憾的是 

見到高金素梅本人 

居然眼拙沒認出來 

好喜歡她和趙文瑄主演的《喜宴》 

真正見到本人了 

卻連一個擁抱和單獨的合照都沒有 

還好有一張大合照 

可惜跟她離的好遠  

  

一次機緣巧合，在廖老師的引薦下 

接觸了東華大學跨藝術領域劇場「水若」 

裡面集合了東華大學藝術學院的最強師資 

共同打造一齣融合音樂、舞蹈、戲劇、書畫、影像、文學的跨領域劇場 

我被賈孝國導演選中,出演屈原《九歌》中的「雲中君」 

這絕對是我曾扮演過的戲劇角色中 

我最愛的一個，沒有之一 

拍宣傳照當天一直被賈導誇 

說我是中國古典美男子 

田老師也說 

感覺在給我拍巴黎時尚雜誌 

當時聽了好害羞（但其實寶寶心裡可開心了，但寶寶不說） 



    

為了讓我更真切的感受「雲中君」這個角色 

彭老師給了我一次絕妙的體驗 

「雲中君」終於騰雲駕霧 

乘著彭老師的愛機 Figaro 號 

在雲水之端自在翱翔 

   

我素來嚮往雲的飄渺，風的自由 

今天如願飛上朗朗雲天 

逍遙的穿梭於雲霧之間 

俯瞰廣袤的大地，延綿的山巒 

有一種「海闊憑魚躍，天高任我飛」的感覺  

   

6月 3號晚，「水若」在掌聲中落幕 



一個臨時組建的團隊 

在不到兩個月時間趕製出來的劇場 

自是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但卻讓我刻骨銘心 

因為「雲中君」這個角色 

更因為一群沒有劇場經驗的師生展現出來的 

對劇場的敬畏和對舞台滿滿的愛 

   
劇場的動人之處 

不僅是技術，更在於用心 

近三個小時的劇目 

到最後依舊座無虛席 

我想，這是對此次演出最大的肯定和鼓勵吧 

謝謝這次參與演出的所有成員 

「水若」因你們而美麗 

祝福「水若」能夠逐漸走向成熟 

登上更高更大的舞台 

綻放更璀璨的光芒  

   

「水若」結束的第二天，是畢業生的畢業典禮 

看到東華滿校園都是穿著學士服的人 

知道又有一批學生要畢業了 



想起三年前的自己 

嫌學士服太大太醜 

於是連一張畢業照都未曾留下 

至於畢業典禮更是無從說起了 

想到自己念大學時 

無掛科、無戀愛、無畢業照 

總覺得跟沒有讀過大學一樣 

於是打算自我麻醉 

跟著東華畢業生一起感受畢業的氣氛 

   

晚上到 Joyce老師家參加小米園的畢業趴 

這次有六位小米力要畢業囉 

看到小米力的家人們陪他們一起畢業 

一起分享豐盛的佳餚 

一同圍著長桌載歌載舞 

唱著屬於他們的青春的歌 

   

這種場面是極打動人心的 

那一刻覺得自己好幸福 

可以加入小米園大夥兒的畢業狂歡 

感覺也像是給自己補過了一次畢業趴 

有音樂有美食，有米酒有故事 



有歡笑有淚水，有你們也有我 

這麼美妙的時光能不能再久一點  

   

小米園紀錄片在籌備近三個月後，終於開拍 

拍攝的第一個場景，是射耳祭 

你見過在校園裡殺豬嗎 

你聽見過在校園裡傳來部落的聲音嗎 

你想像過穿著族服的耆老和族人在校園裡舉辦祭儀嗎 

這些在射耳祭上你都能體驗到 

   

我和攝影師楷明各持一個攝影機 

蒐集了很豐富的素材 

祭儀結束後採訪了葉老師、慧安和幾個農會的同學 

被他們言語間流露出的對原住民文化的態度所感動  

   

不久後，到了端午節 

在這裡的日子開始進入倒計時了 



原想在灣灣感受不一樣的節日氣氛 

卻不曾想，時間還是花在了拍片上 

   
為了如期完成小米園的紀錄片 

跟楷明一起熬了兩天 

他負責剪輯影片素材 

我負責擬定影片架構 

還有一個星期出片 

第一次感受到這麼大的壓力 

而眼下唯一能做的 

是讓焦躁的內心沈澱下來 

從容穩健的走好每一步  

  
小米園紀錄片終於完結 

從二月末開始籌備 

期間遇到了各種困難和挑戰 

回想起來，既是考驗也是對內心的錘鍊 

不知熬過了多少個白晝 

經過了多少次劇本和拍攝大綱的修改 

如今終於把影片生出來了 

這不是我拍過最難的影片 

但一定是我最有壓力也最耗心力的一部 

我不知道小米園的大夥兒會如何評價它 

但至少我已拼盡全力，無愧於自己了 



影片在湖畔餐廳首映後 

老師說我完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 

這句話讓我鼻頭一酸，眼角發紅 

因為就連我一開始也懷疑過自己能否完成 

不過我的人生似乎就是這樣 

很多看似無法實現的事 

最終卻莫名其妙的實現了 

很慶幸自己能堅持下來 

不然我永遠不會知道 

原來我的潛力可以發揮的更大 

回溯整個紀錄片的創作過程  

艱辛、孤獨卻更顯刻骨銘心 

這學期我嘗試讓自己沉下來做創作 

讓心境少一分浮躁，多一點恬靜 

我想，這些轉變都會透過我的作品呈現出來 

謝謝攝製團隊的每一位成員 

感恩我的生命中有你們的參與 

在美好的年華遇見可愛的你們，是一種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