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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好鄰居暑期培力營隊 

【孩子有話說】 

指導單位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好鄰居協會 

培力目標 

一、學習基礎的影視及說故事技巧，鼓勵孩子練習用多元的媒介表達看法，述說自

己和社區的故事。 

二、以了解自身及他人的權利為基礎，鼓勵並引導孩子社區關懷，明白自己在社會

中的角色及影響力。 

三、培養正確使用多媒體及網路的觀念。 

辦理日期  

一、工作坊：110 年 09/25、10/02、10/16，皆為星期六的 9:00-16:00。 

二、成果發表會：110 年 10 月 23 日 (六) 9:00-12:00 

招募對象及人數 

一、對象：11-13 歲，對社會關懷、公共事務有興趣之兒童。 

二、人數：預計招募兒童 20 人，其中包含特殊處境兒童(至少)2 人。 

三、評選方式：若報名人數超過 20 名，將由主辦單位邀請童權領域相關專業人

員，進行相關評選決定。 

四、名單公布：於 110 年 9 月 3 日在台灣好鄰居官網及 FB 公布，正取至少 20

名，備取若干。 

五、名單公布後，成員需繳交保證金 500 元，全程參與者會全額退還，未繳保證

金者視同放棄，由候補名單依序遞補。 

六、以上規定主辦單位有解釋及更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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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場地  ※因應疫情影響，如有變動將會另行通知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99 號） 

報名方式 

一、報名截止：110 年 8 月 27 日 

二、採線上報名，點此連結或掃描右方 QR code 報名，並於報

名截止日前回傳家長同意書（見附件一） 

注意事項 

一、課程中需要使用手機進行攝影與剪輯，若因特殊狀況無法準備，或有任何疑

義，請致電本會承辦人員。 

二、另因疫情變化迅速，若因疫情致使活動延後或改為線上形式，更改之日期及

其他之情事，將另行通知。 

防疫規定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活動配合政府之防疫措施。進場前皆須量體溫、進行手部消

毒，座位將維持社交距離，並全程配戴口罩。 

身體不適者請勿出席，並請主動告知主辦單位，防疫你我有責，敬請配合。 

餐點 

一、 午餐：請於報名表中勾選葷/素食。 

二、 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水杯。 

聯絡方式 

一、 承辦人：蔣社工 

二、 電話：02-2361-0025 

三、 Email：taiwan@goodneighbors.org.tw 

特別感謝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 

  

https://forms.office.com/r/PaJuLqMCYe
mailto:taiwan@goodneighbor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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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110/9/25 (第一週) 

  

時間 活動 目的 內容 

08:45-09:00 報到 報到 -簽到、領取手冊 

09:00-09:15 破冰 彼此認識 -破冰遊戲、分組 

09:15-09:30 說故事技巧(1) 
激發孩子想像，把

「所想」變成「所說」 
-故事接龍 

09:30-10:10 兒童權利意識(1) 提升兒童權利意識 -參與式兒童權利意識課程 

10:10-10:20 點心時間 

10:20-12:00 照片攝影(1) 
學習「有故事」的照

片、攝影技巧 

-從照片欣賞，引發對說故事的想像 

-以照片說故事的技巧 

-攝影技巧介紹（光影、背景、框架、人像） 

12:00-13:00 午休 

13:00-15:10 照片攝影(2) 
認識「劇本」概念 

實作練習 

-照片攝影中的「劇本」概念 

實作練習 

-小組成員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合作進行拍攝 

15:10-15:20 點心時間 

15:20-15:50 照片攝影(3) 
各組展示「照片攝

影(2)」之成果 

-小組作品分享 

-導師評價指導（分享拍攝經驗和敍事能力） 

15:50-16:00 

第一周結束 

課後練習預備說

明 

提問 

根據「照片攝影

(2)」之主題，討論

所需要之資料搜

集、拍攝內容 

-此練習於課後完成 

-正如練習所學，課後「真實」拍攝 

-學員(個人)構思想拍攝的題材和大綱後，於

下次課程開始前 email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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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02 (第二週) 

※課程當天請學員自備手機 

  

時間 活動 目的 內容 

08:45-09:00 報到 報到 -簽到、領取名牌 

09:00-09:20 破冰 激發腦力 -破冰遊戲 

09:20-10:30 採訪技巧 學習採訪技巧 -採訪人物注意事項、採訪禮儀、技巧介紹 

10:30-10:40 點心時間 

10:40-12:00 說故事技巧(2) 

認 識 何 謂 「 有 故

事」的影片 

錄像技巧介紹 

-以實際影片為示範，介紹如何製作一段 3 分

鐘有主題的視頻 

-以小組討論的活動形式，解釋錄像的敍事技

巧及要點（光影、背景、框架、人像、活

動、分場等） 

12:00-13:00 午休 

13:00-13:40 兒童權利意識(2) 
兒 童 聲 音 所 帶 來

的社區改變 

-何謂表意權及其重要性 

-兒童聲音所帶來的社區改變 

13:40-14:40 錄像攝影(1) 實作練習 
實作練習 

-小組成員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合作進行錄像 

15:10-15:20 點心時間 

14:50-15:50 錄像攝影(2) 
後製基礎概述 

實作練習 

-統一使用※手機剪接軟件製作影片 

-認識影片後製技巧 

-以「錄像攝影(1)」成果進行練習 

15:50-16:00 

第二周結束 

課後練習預備說

明 

提問 

完善拍攝計劃 

定 好 拍 攝 場 景 及

所需人力 

-此練習需課後完成 

-按第一周課後練習中提交之拍攝大綱，擬定

其中部分作視頻拍攝，完善拍攝計劃 

-開始拍攝 

-學員(個人)於下一次課程開始前 email 老師

目前成果 



 

 

5 

110/10/16 (第三週) 

 

110/10/23 (第四週) 

 

  

時間 活動 目的 內容 

08:45-09:00 報到 報到 -簽到、領取名牌 

09:00-09:10 破冰 激發腦力 -破冰遊戲 

09:10-10:30 
講座一 

培養正確使用多媒

體及網路的觀念 

※主題：媒體識讀 

講者：台少盟夥伴 

10:30-10:40 點心時間 

10:45-12:00 講座二 
提升社會關懷公民

教育、社區行動 

-世界公民教育課程 

-兒少發聲：表意權練習活動  

實作練習 

-社區權利地圖繪製：分組進行。以社區權

利地圖為例，畫下實現童權的「兒童友善家

園」地圖 

12:00-13:00 午休 

13:00-13:30 
報告 檢驗拍攝進度 

由各組輪流報告拍攝的進度，提問 

提問時間 

13:30-15:00 報告 檢驗拍攝進度 現場檢視所拍攝之照片和視頻，開始剪接 

15:00-15:10 點心時間 

15:10-15:30 展示 權利地圖分享 
權利地圖分享-各組上台分享，每組不超過

3 分鐘 

15:30-16:00 總結 
提問 

完善最後拍攝 

各組/個人檢視須完善之片段，本週補拍或

繼續後製 

時間 活動 目的 內容 

09:00-09:10 開場 展演開場 -開幕式 

09:10-10:30 

錄像攝影（5） 成果展演 

拍攝成果展示，每人 5 分鐘。展演時須說

明拍攝主題、選擇此議題之原因。影片展

演後，講師群進行回饋。 

10:30-11:30 結業式 頒發證書跟獎品 頒獎典禮、大合照 

12:00-13: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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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團隊 

團體領導者_王蔚思 Mrs. Gwen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電影及電視專業 學士 

 香港城市大學翻譯文學 碩士 

 曾任電影編劇及後製，其後從事《南華傳媒》及《香港經濟日報》編採工作 

 於國際人道救援組織負責災區及弱勢家庭採訪及影像記錄工作，曾擔任國際非政府組織中國

辦事處(香港)傳訊部主任 

偕同領導者_吳翊榮 Mr. Rong 

 私立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學士 

 私立復興工商專校  廣告設計科電腦繪圖組  

 賞霖創藝 2D 動畫師，負責電視廣告及特效後製 

 XPEC 樂陞科技特效員，擔任電視、電腦、手機遊戲特效製作 

 台北靈糧堂影片製作，負責平面攝影、動畫製作、影片拍攝及後製 

 

特別講師_周玉珠 Ms. Echo 

 在香港土生土長，目前定居台灣。在香港唸大學時主修新聞傳播，隨後又修畢文化研究、比

較及公眾史雙碩士課程； 

 曾任職國際時事雜誌、多份香港報章及電視台，主力本地及國際新聞，曾參與採訪聯合國世

界婦女大會、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及東盟

（ASEAN）等大型國際會議； 

  曾任職多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在香港、中國、越南及台灣設立的機構，工作涵蓋傳播及公關策

略制訂、伙伴協作、危機處理、團隊培訓、媒體關係及前線採訪等，曾參與南亞海嘯、公平

貿易及非洲糧食危機等緊急救援、倡導及行銷相關之傳播規劃及執行。 

 

特別講師_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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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意書 
 
 
 

本人 茲同意 _______________國小，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貴會舉辦「孩子有話說」暑期培力營隊，並已詳閱活動簡章，知悉課外將有獨立

取材及拍攝作業，因此於培力營活動期間， 

▪ 日期：110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10 月 23 日（星期六） 

▪ 地點：社會創新實驗中心（106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99 號） 

將叮囑子女確實遵守營隊規範，並於課外取材時注意其人身安全。若因個人因素違

反主辦單位之規定，而造成之意外危險，本人願自負全責。 

 

此致 台灣好鄰居協會 

 

監護人/法定代理人(親簽)：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請於 110/8/27（六）前，親簽後以手機拍照或電腦掃描的方式，回傳本同意書至 

betty.chiang@goodneighbors.org.tw，信件主旨註明「孩子有話說-家長同意書回傳-

(學員姓名)」，以盡速辦理相關作業。 

聯絡人：蔣社工，02-2361-0025 

 

附件一 

mailto:betty.chiang@goodneighbors.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