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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早期清朝年間，居住在屏東里港的客家人，跋涉荖濃溪來到美濃，舊稱「瀰

濃」的月光山建立「瀰濃庄」，當時開庄十六姓的先民建造了 24 座夥房，並以開

庄第一街，命名為永安街意指祈求永久安居的意思，是當時開發最早且最繁華的

街道，雖然已有兩百年的歷史，但現在景況已不如從前鼎盛，如今政府辦理了

「高雄市客家文創人才留美培力人才實施計畫」簡稱「留美計畫」，鼓勵青年回

流、返鄉，透過文化創意與觀光行銷帶動街區活化，使美濃成為多元豐富的文創

美學城鎮。 

本研究將運用個案研究法，挑選透過「留美計畫」徵選出來的四間店家，其

中有本身是美濃人的青年返鄉「果然紅」，還有是屏東高樹客家人來此的青年

「濃夫生活」，以及喜愛美濃文化的外地人「啖糕堂」，最後是旗山客家人的青

年「鹿米竹工坊」，對此四種不同背景的青年們，卻因為同樣的原因選擇留在美

濃創業，運用紮根理論，將訪談內容進行整理與規劃分析，以此結論與第二章文

獻做結合，得出 Fs/QCA 模糊質性比較分析法的問卷題目，最後交由 15位各領域

專家填寫，透過分析得知對此計畫的可行性與看法。 

研究結果得知，美濃鄉村魅力與文化歷史，是留住青年最大發展關鍵，「留

美計畫」培力式運行，創造許多與在地結合的文創特色，將這原本充滿歷史底蘊

的永安老街，增添不少文藝與美學氣息，提升在地居民的生活品質，進而恢復從

前的活力，而最後文化認同是在未來發展中，青年與在地人之間使計畫運行成功

之因素。 

 

關鍵字：美濃永安老街、文化創意產業、文化認同、青年下鄉、青年返鄉 

  



 

 ii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Hakkas who lived in Pingtung Ligang went to 

Mino, and the former Moonlight Mountain, which was called "Miyo", established 

"Mishinzhuang". At that time, the ancestors of the 16th surname of Kaizhuang built 24 

people. The gang and the first street in Kaizhuang, named Yongan Street, meant to pray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It was the earliest and most prosperous street at that time. 

Although it has been two hundred years old, it is not as good as it used to be. The 

government handled the "Kaohsiung Hakka Creative Talents Residency Training 

Program", referred to as the "Residential Program", encouraging young people to return 

and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and promoting the activation of neighborhoods through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tourism marketing, making Mein a rich and diverse cultural 

innovation. Aesthetic town. 

This study will use the case study method to select the four stores selected through 

the US program, including the youths who are themselves Mino people returning home - 

"Sure Red", and the young people from Pingtung Gaoshu Hakka people - "Liufu Life", 

as well as the foreigners who love the culture of Meinong - " Tankaotang ", and finally 

the youth of the Qishan Hakkas - "Lu Mi Bamboo Workshop", the young people of the 

four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e reason for choosing to stay in Mino Ventures is to use the 

grounded theory to organize and analyze the interview content. This conclusion is 

combined with the second chapter of the literature to obtain the questionnaire of the 

Fs/QCA fuzzy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15 experts from various fields 

filled in and analyzed the feasibility and views of the projec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au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Meinen are the key to retaining the gre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youth. The US program 

is designed to work hard and create many cultural and creative features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and this Yongan old street is full of historical heritage. It adds a lot of literary 

and aesthetic atmosphere, enhance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local residents, and restores the 

vitality of the past. Finally, 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factor that makes the project run 

successfully between young people and local peopl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Yong-An Old Street,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ultural identity, youth 

back to the countryside, youth returning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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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1.1.1 研究背景 

研究者在大學時期，學習的是平面設計、視覺文藝創作與數位加值，做過諸

多類型的兼差、工作；特別的是在兼任油畫老師時，理解透過教育推廣，是有機

會發展成具經濟規模的體系。深刻體會從平凡的事物中，只要保有一定的特色，

並且有足夠準備接受挑戰，都將會有可觀的發展。因此，研究者決定更進一步自

我挑戰與追求理想，在研究所的學習過程中，跟隨課程的安排與教授帶領，以協

力的方式，深入各個社區進行田野調查，從台南六重溪、吉貝耍平埔族原住民文

化、阿里山來吉鄒族部落，到南投集集社區與嘉義東公有市場，漸漸體認到臺灣

每個地方的文化特色和物產資源。 

        
圖 1-1 左上：六重溪部落竹鼓製作，左下：阿里山來吉部落田野調查 

     
圖 1-2 右上：吉貝耍部落紀錄照，右下：嘉義東公有市場紀錄照 

（圖片來源：彭立勛老師視覺文化設計工作室） 

就這樣半學習半參與的情況下，與社區的人接觸，不管是為了捍衛自己民族

的文化，還是傳承傳統文化、以及發揚在地特色；這些人的熱情與付出，並沒有

因為時代的變遷而衰減，激起了研究者想要繼續為各個社區服務，從企劃書的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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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開始學習，以半參與者的身份，用不同的角度去設想，把社區的在地特色，如

林晉德 2002所說透過文化創意產業的結合，創造出新的創新模式；協助社區發展

新營運模式、視覺效果，期望吸引青年返鄉與增加更多的就業機會。至 2017 年研

究者前往大陸貴州參與「海峽兩岸文創旅遊商品設計大賽」，於 2018 年協助「嘉

義市東公有零售市場視覺創新設計產學案」中擔任專案助理，以及擔任「鄒族來

吉部落的社會實踐計畫：發揮鄒族內在的文資與里山精神」協同研究計畫助理，

參與信義房屋「全民社造行動計畫」，從這些難能可貴的體驗中學習到研究態

度。 

     
圖 1-3 左：嘉義東公有零售市場設計發表會，右：阿里山鄒族來吉部落紀錄 

（圖片來源：彭立勛老師視覺文化設計工作室） 

2018 年是研究者一個轉捩點，在協助各個社區的同時，結識到不少返鄉青年

的朋友，如研究室裡的潘麒宇學長，就是很棒的典範，他是台南六重溪大武壠族

部落的代表青年，研究者跟隨學長多次造訪部落，認識並記錄保有傳統技藝的耆

老，且他也發現許多部落即將失傳的習俗與工藝，這樣熱忱的投入自己家鄉，使

自身文化不會因現代的改變而失傳，人與在地的情感也不會因時代變遷而消失。

因此，「文化脫離了在地的脈絡，就失去了生命」（林俊丞，2016）。這使研究

者意識到，自己的家鄉也是需要有這樣的返鄉青年，一同來維護文化不與現代脫

節，所以研究者逐漸回歸自身家鄉，也就是研究者的外婆家美濃來做美濃客家文

化相關研究調查，在同一年的年末，擔任家鄉社區－美濃中圳社區發展協會的專

案經理，獲得勞動部多元就業計畫 1, 500, 000 元的就業經費，協力幫助社區可以

多增加幾個就業職缺，使地方媽媽、返鄉青年或是二次就業的人，都可以透過此

計畫經費的補助下，在社區發展協會裡找到工作，可以是擔任社區導覽員，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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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地方產品與社區行程規劃等，而這也是對社區也對研究者的一大改變，社區

開始恢復活力，也成功讓社區在地人更認識客家文化與在地特色。 

 
圖 1-4 左：美濃中圳社區發展協會紀錄照，右：地方媽媽示範拔蘿蔔 

（圖片來源：美濃中圳社區發展協會） 

 
圖 1-5 自我發掘三時期 

（圖片來源：pexels.com，2019/4/30） 

近幾十年，臺灣以社區營造為主體訂定許多相關政策，越來越多青年們組織

到各個鄉村，透過認識地方文化與物產，翻轉地方鄉村創造許多文創產業奇蹟，

成功行銷宣傳在地的案例與日俱增。而美濃也從這些政策中獲得了改變，如今漸

漸出現返鄉生活或是創業的青年，利用美濃的在地文化發展出創新的特色產品，

研究者冀望透過這些有志的返鄉青年，從他們返鄉的因素來探討，看見美濃客家

文化的元素，以及政府政策對社會實質的改變。 

1.1.2 研究動機 

就如同研究背景所說，從加入研究室至今研究者到各個社區與部落幫忙，激

起了研究者，也想要幫助自身的家鄉發展，因此透過這些機緣，使得研究者成為

自我挑戰時期

• 不變的特色發
展，接受新的
挑戰。

自我學習時期

• 參與協力各社
區學習。

自我領悟時期

• 決定投入自身
家鄉，成為返
鄉青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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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返鄉青年之一。美濃是現今保存最完整的傳統客家文化地區，如工藝、信仰、

飲食、建築、語言、民俗、節慶，但讓人憂心的事，隨著人口遷移都市，促成鄉

村高齡化現象，使得這些傳統文化漸漸流逝。由下比較表可以清楚理解到，2014

與 2019 年美濃人口年齡層的變化，從 0 歲到 49 歲以前都是 2014 年的人口數較

多，然後到 50歲到 100歲以上，卻是 2019 年人口數為多，而這樣的成長對比，

每年都在增大。 

表 1-1 人口年齡層比較表 

 
（資料來源：高雄市美濃戶政事務所，2019/4/30；本研究整理繪製） 

這樣的問題不只美濃有，全世界許多鄉村都有類似問題，為了因應此現象，

各政府與地方積極推出對應政策，如 1994 年提出的社區總體營造開始，陸陸續續

各個部門也相繼發展出對策，在政策的推動中，也帶動許多青年以及地方組織的

成長，如地方組織透過政府的補助，與文創的結合創造出多個行銷機會，也創造

活化社區的新契機，引入許多觀光人潮。而研究者認為，幫助社區成長的關鍵在

於是否願意留在鄉村，並不是單單吸引觀光人潮，這熱潮一但過去，只是增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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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流失的速度。政府也意識到留住與培養人才的重要性，就如高雄市政府客家事

務委員會 2016 年辦理的「高雄市客家文創人才留美培力實施計畫」（簡稱「留美

計畫」），以「美濃文創中心」為軸心，並以永安老街為主要發展地點，透過發

展老街再造的方式，鼓勵青年返鄉創業，讓擁有百年歷史的老街，繼續創造新的

歷史，而這些青年是因為什麼原因願意留在美濃，這之中甚至有一部分是外地人

願意來到這裡發展、定居，他們是透過什麼方法爭取到這個計畫，從眾多人裡面

脫穎而出的，以及是哪些客家元素與他們的文創想法做結合，進而發展成新的產

業模式，還有政策對他們影響與幫助有哪些，這些因素都促成本研究者想要研究

且探討的動機。 

1.2 研究問題 

在社區發展的過程中，創業通常被認為是透過新公司、新產業與社區動員，

來解決社區所發生的問題，進而使社區回歸成長與繁榮。這樣解決問題的方式，

似乎被認定為無可爭議的認同，然而，真正的創業因素是什麼？而又是如何出

現？則通常沒有答案（Spinosa, 1997）。如今有許多的創業文獻上，設定創業者

的動機為追求創業機會與財富，但返鄉創業的青年，真的只是追求創業的機會與

財富嚮往嗎？臺灣於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簡稱 WTO），加入後政府不再

實施農業保護政策，也取消菸、酒公賣制度，這讓原本以一級產業為主與擁有

「菸草王國」的美濃深深受到衝擊，急遽變遷的鄉村，造成經濟衰敗，農地休耕

和賣地潮，命運一係轉變，也促使農家子弟鍾清輝推上第一線。而溫仲良於 2002

年返鄉，面對當時的現象，積極尋找與農會合作的機會，並且透過「美濃農村田

野學會」推動美濃發展（高明瑞、蔡敦浩、林慧音、張彩綾、張丞玉，2015）。

在 2014 年 11 月 26日，商業週刊刊登一篇名為「美濃逆轉勝關鍵：番茄蘿蔔經濟

學」，裡面報導內容大意是這麼寫的，南臺灣約四萬人口的農業鄉村，面臨十二

年前加入 WTO，農民賴以為升且產值高達十億元的主要現金作物，幾乎一係頓

減，未來結局會走向凋零，還是扭轉逆境找到新出路？有別於其他農村，人口外

流、財政吃緊，美濃這個沒有工業的小鎮，農會 2014 年存款突破六十億元，在五

年來逆轉成長 43%，這在全台的農村中並不多見（萬年生，2014/11/27）。這樣

的逆轉改變，也讓研究者好奇到另一層面的創業因素，青年到鄉下創業述說著不

同於大眾認定的聲音，吸引他們願意到鄉下並留在美濃創業的原因，在這之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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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什麼客家元素結合文化創意產業來創造，以及政府政策推動下對他們的影響

以及幫助有什麼？而本研究的主題永安老街再造因此得到什麼轉變？本研究想要

研究的問題有： 

1.留美計畫之青年是什麼原因，使他們願意留在美濃創業？ 

2.利用哪些客家元素發展成創新的產業？ 

3.透過政府的政策推動，以及發展在地的文化創意產業，獲得什麼影響與幫助？ 

4.老街再造的推動下帶來的轉變是什麼？ 

1.3 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研究背景與動機和研究問題中，研究者運用個案研究法與紮根理

論，訪問透過政府政策「留美計畫」的輔助，留在永安老街創業的青年實踐案例

中，蒐集並分析美濃客家文化對他們的魅力所在，以及創業歷程進而帶動整個永

安老街的發展與轉變，並且利用 fs/QCA做前後測，針對社造專家、設計類學者，

設計問卷藉由客觀角度與發展現況，理解對於美濃永安老街目前狀況，分析未來

發展可能與文化認同之情況，以及對於創業元素是如何催化老街的發展與轉變，

如聚焦探討在社群、商業以及公共政策時作者們，如何透過一起合作努力來推動

各區域發展（Bulla and Starr-Glass, 2006; Lyons, 2002）。目前在臺灣學術界較少被

注意，因此本研究目的主要探討為： 

1.探討永安老街留美計畫之青年，留在美濃發展之因素。 

2.探討永安老街留美計畫之青年，運用美濃文化元素結合文創之特色。 

3.留美計畫的發展，創造老街再造新契機，探究永安老街獲得的幫助與影響。 

4.探討永安老街的發展狀況與改變。 

1.4 研究範圍 

本研究涵蓋與搜集的對象，以「留美計畫」推動的永安老街再造，且以客家

文化元素結合文化創意產業為主，訪談對象為永安老街透過「留美計畫」，留在

美濃發展之創業青年，參考店家為：啖糕堂、果然紅、濃夫生活、鹿米竹工房。 

1.5 名詞解釋 

（1）留美計畫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辦的「高雄市客家文創人才留美培力計

畫」，簡稱「留美計畫」，目的是發展文創產業，鼓勵各領域優秀文創人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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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美濃創造文創實績（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2019/06/29）。以培力的

方式，協助想要來美濃創業的青年，進而從體驗不同的文化，提升認同以及歸屬

感，並藉此串聯美濃與永安老街歷史文化以及文化創意產業做結合。 

（2）培力理論 

政府學校機關、學術單位或是企業，都具備陪伴的基本條件，因為各自專業

領域的不同，必須因地制宜、因人而異，選擇最適當的陪伴方式與機構，透過多

元活動舉行和課程輔導，在專家引領協助下，促進地方成長，培育傳承人才（彭

立勛，2017）。 

（3）美濃永安老街 

昔日所稱的老街，主要是指永安路十九巷的區域，曾經是當年最繁榮的商業

道路，古色古香的夥房林立，儼然是美濃的歷史縮影，成為現今大美濃地區最早

出現的瀰濃庒（鍾美梅，2015）。街上過去有不少藍衫、榻榻米、理髮店等商

店，曾榮景一時，因青年外移，人口高齡化使街區漸形落寞（黃佳琳，

2016/09/21）。 

（4）文化認同 

劉炳輝學者於 2006 年提到：「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是共存相依且不可分

割，在不同的族群裡，通常皆具有各自的文化特質，而文化的取向，則是影響個

人對族群的態度；族群的結果，則相對的決定文化價值觀」。因此，族群認同又

取決於文化認同，透過特定的文化象徵符號，來顯示與增強族群認同。 

（5）文創實踐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定義為，結合創作、生

產與商業內容，本質上是無形資產且具有文化概念，通常由智慧財產權保護，以

產品或服務的形式呈現（UNESCO,  2002）。因此，文化產業皆與文化元素有關

聯，文化透過與創意創造、生產、商業內容等結合，最後以不同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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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研究架構與流程 

1.6.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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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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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美濃發展沿革 

2.1.1 美濃歷史起源 

根據各種史料記載，美濃先民最早來臺開墾，可追溯自 1698 年左右，來自中

國廣東嘉平鎮等各地先民，至武洛間開墾，但因武洛水患多，先民仍希望能再另

尋福地定居。而在武洛右堆統領林桂山、林豐山，剿平吳福生之亂有功之緣由，

向鳳山令錢沫氏申請開發美濃，但當時美濃屬於禁墾區。直到乾隆元年 1736 年，

清政府才獲准進入美濃開墾。林桂山、林豐山便率領武洛庄民遷移至美濃，總共

有十六個姓氏，建造了二十四座夥房，並取名「瀰濃庄」（高雄市美濃區公所，

2017/05/19）。由於清朝與當時施琅的種種限制，直到 1698 年施琅去世，客家人

才得以大規模渡海來臺開墾，而先民胼手胝足的開墾初期，篳路藍縷，以啟山

林，非常之艱辛，須克服飲水不足，以及解決當時原住民之種種糾紛，在相互摩

擦、相互融合的情況下，形成了多元文化、且獨特的美濃客家文化。 

 
圖 2-1 夥房 

（圖片來源：中圳社區發展協會；李明達拍攝；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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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瀰濃庄開墾初期有兩個主要街道，一個是以祈求永久安居之命名的永安

街；另一個則是橫街，如今稱為美興街（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1997：38）。沿

著永安街隨處可見當時建造的夥房，以及紅牆、紅瓦的古樸建築物，這些建築物

原型都保有來自原鄉廣東的圍龍屋，而昔日所稱之老街，指的是永安路十九巷，

為當時最繁華的商業街道（鍾美梅，2015）。為求「永久安居」之意而取名為

「永安街」，沿著永安街都還能看到當時建造的老建築，有些建築因水患以及修

復不易，改為新式兩層洋樓，惜不見當年繁華街景，但卻看得到歷史的演變軌

跡，儼然是美濃歷史的縮影，也是造就瀰濃庄開墾時期的最早見證。 

2.1.2 美濃客家文化 

文化第一次出現，是英國人類學家以及文化先驅的愛德華．泰勒（Edward B. 

Tylor），在 1871年他出版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書中提到；泰勒

指出文化是「複雜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習俗，以及其

他的能力和習慣，作為社會發展的重點與特色」（Taylor, 1871: 1）。文化的定義

包含了許多的意涵與面向，經過時間的淬煉，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文化，可能是

因為國家的不同、地區的不同、家庭的不同，都會衍生出不一樣的文化存在；對

於一般人來說，對於音樂、文學或是藝術等的欣賞與喜好，這些喜好就是文化的

一種行為和方式。因此，各領域的學者，最常去理解、認識不同的文化，來去幫

助研究的深入性與可靠性。就如同彭立勛的論述：「人類學家和其他行為科學

家，文化是全面了解人類行為模式的方法」（2013：43）。 

臺灣客家人，是經過長途跋涉來到了臺灣生活，他們歷經渡海的危險，不同

族群的械鬥，不段遷移的歷史，以及不安定的朝代，與當初原鄉客家人有明顯不

同的遭遇與變革，就如陳板（2002）指出臺灣的客家人和中原的客家人，已有截

然不同的命運與在地性格，且具有在地性、海洋性、移民性等多元性的一個族

群。因此，文化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改變人類進化的過程，而文化的發展可以讓

人類逐步適應環境，並不是完全依賴於自然淘汰，它可以因為不同元素改變，所

衍生出屬於某些人的行為與模式；我們可以說這是，文化發展成功的讓人類實現

了自身適應能力（彭立勛，2013：43）。 

主要的客家重鎮，以北部桃園、新竹、苗栗區域，其中以「客家桐花季」成

為臺灣人盡皆知的重要節慶活動，南部則分布在高雄、屏東的主要以「六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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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庄為象徵（戴寶村，2006）。在歷史上，北部客家人曾因林爽文事件，組成義

勇軍與外敵對抗，事後也成立聯庄組織，但主要是偏重於祭典與信仰，相較之下

南部客家人，因朱一貴事件，為了抵抗外敵所成立的六堆，即為「六隊」比較團

結，而經歷過幾百年，卻一直謹記著「團結才能自保」，這也讓六堆客家人對於

鄉土與族群，保有高度的認同以及向心力。 

而客家人本身都會有相似的精神元素，就如研究者的母親，一生勤儉持家、

刻苦耐勞，用愛付出奉獻，教導孩子尊師重道，踏實生活，因此讓研究者在充滿

愛的家庭中長大。而以下本研究整理出三點客家人的元素： 

（1）精神 
客家人早期渡海來臺，歷經波折，先是當時政府的禁止遷移，後是遷移的千

辛萬苦，先民飽受飢荒、戰亂，背井離鄉的尋找地方開墾，在諸多不利的條件下

求生存，生活不得不節儉、刻苦耐勞。而在客家民謠「客家本色」裡，唱著就是

歷經流浪遷移後，留給後世子孫的金玉良言：感念先民的辛勞，體會堅毅之心，

並存有一顆善良的心（黃照軒，2017）。因此形成世人對客家人刻苦耐勞、剛強

弘毅、劬心創業、團結奮鬥的精神讚揚。 

 
圖 2-2 背穀包 

（圖片來源：瀰濃老照片社團；孔邁隆教授拍攝；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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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飲食 

 
圖 2-3 客家菜 

（圖片來源：中圳社區發展協會；李明達拍攝；2018） 

遷移歷史中，客家人經歷天災與戰亂的驅趕，造就了團結、吃苦耐勞的特

性，由於落腳地位於山區，與外界聯繫不易，物質匱乏的情況下，食物的保存與

利用變得非常重要，這也成了客家飲食文化特色。客家人的飲食方面多以「鹹、

香、肥」為三個傳統原則，「鹹」是為了能易於保存，不易腐壞；「香」能增加

食慾並耐飽；「肥」客家人工作多為粗重體力活，需要補充大量體力（王增能，

1995；彭廷雲，1999；徐正光，2007）。早期先民考慮居住地形、資源利用，種

種因素下形成的生活智慧，以醃製的方式來保存，防止食物腐壞，加上拓荒開墾

時期沒有任何便利的工具下，只能靠自己雙手創造，是需要高強度的勞動力，需

要吃鹹的食物，來補充流失的體力，為了能有飽足感不容易感覺餓，所以在製作

時會多放一些油，也非常重視食物的香味，這樣就可以更開胃，多吃一點就有多

一點體力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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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飾 

 
圖 2-4 婦女著藍衫下田 

（圖片來源：瀰濃老照片社團，黃永松拍攝，1977） 

      客家藍衫是客家人服飾文化的代表，也是具有象徵性的客家文物之一；而藍

衫一直保持傳統原樣，原因是受傳統保守習性的觀念所影響，配合農業社會的生

活需求，布料均結實耐用（唐淑芬，1991）。因此在客家「衣」的文化裡，都能

充分地看出客家人的精神所在，如從古至今傳統服飾，一直是以素色為簡單的代

表色，深深顯露出客家人簡樸、樸實、不誇飾不做作的內涵 

2.1.3 美濃現況 

1947 年發生 228事件後，政治力量介入國家的運作發展，使得社會現實不被

認可，甚至可以說是被嚴重壓抑住，直到 1963 年工業起飛，國民生產毛額比例漸

漸高於農業，經濟力量逐漸當道，民營企業的經濟重要性高過國營企業，這時期

政治力量被時代變遷不得不與經濟勢力互相合作，因此，社會力從壓抑的困境中

慢慢掙脫，1979 年為社會力反動時期，此時期是社會力開始發揮力量，社會問題

一一浮現檯面，各地方經由抗議行動中，因應而生社會運動的組織（蕭新煌，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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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還我河山、恢復失地 

（圖片來源：瀰濃老照片社團，孔邁隆教授拍攝，1964） 

上圖為 1964 年由孔邁隆教授所拍攝的照片，可從貨車背部看見「還我河山、

恢復失地」，可以證明當時社會力量的展現，美濃客家人已經可以大膽將與政府

對抗的字句印在背部，來強調社會人民的團結，而從臺灣歷史大事紀可以知道，

那年正是國立台灣大學彭明敏教授與謝聰敏、魏廷朝學生起草「臺灣自救運動宣

言」。背景起源是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從日本手中接管臺灣後，行政上還是維持相

同的專制，民主制度在臺灣並未落實，在民怨的累積下爆發了 1947 年的二二八事

件，之後國共內戰，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實施戒嚴（彭明敏、謝聰敏、魏廷

朝，1964/09/20）。前後不民主的統治歷經 20 年左右，才會有臺灣自救運動宣

言，當時的人們確信反攻大陸政策已不可能實現，提出了「一個中國，一個臺

灣」，團結一千兩百萬人民的力量，不分省籍，共同合作建設新的國家，並成立

新政府。 

1990 年臺灣在歷經多年的變革，政治與經濟、民生上都有不少重大改變，

1991 年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同年全面改選國民大會（陳聯邦，

1990/06/21）。此時期，臺灣政治已經漸漸發展出民主的氣息，經過每個年代事

件的改變，造就如今臺灣多元民族、文化的地方，在時代的進步下，道路不斷新

增，房子不斷改建，使得許多地方已沒有當初古早的臺灣特色，本研究者在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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瀰濃老照片，可以看見昔日與今日的對比，古色古香的人們與建築不復以往，文

化在時代的進步下不斷流失。 

 
圖 2-6 美濃二月戲今昔對比照 

（圖片來源：瀰濃老照片社團，孔邁隆教授拍攝，1964） 

美濃會在每年的農曆二月，在美濃溪畔舉辦「二月戲」邀請戲班演戲，是從

清朝延續至今的傳統，在電視不普及的年代，為當時地方民眾的娛樂（曾宏智，

2019/03/31）。美濃溪在早期河水時常氾濫，造成當時民眾的困擾，之所以會舉

辦二月戲，也是為了祈求來往美濃溪的民眾渡船平安，並且邀請土地公全部一起

來看戲，但現今人們已經不在橋下看戲，雖然二月戲這個傳統還在，但已經很少

人參與這項傳統活動，近幾年許多有志之士意識到這個問題，想要振興二月戲這

項傳統，透過網路社群轉發招集人們來一同參與，文化傳承的意識在美濃逐漸備

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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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年政府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後在，2012年更改為客家委員會，以振

興客家語言文化為使命，且以建構快樂、自信、有尊嚴的客家自我認同感為信

念，並以成為全球客家文化研究和交流中心為目標（客家委員會，

2016/05/19）。時代的變遷，傳統文化的重要性逐漸點醒大眾與政府，在人人追

求進步的同時，希望客家人不要忘記自己家鄉的語言，也因為政府的維護與推動

輔導，客家人得以在各個活動政策中，展現自己的族群文化，藉此提升認同以及

歸屬感。 

2.1.4 美濃永安老街 

永安老街為美濃開庄第一街道永安街，在西元 1736 年的秋季便來到了美濃開

墾，當時的美濃命名為「瀰濃庄」（高雄市美濃區公所，2017/05/19），而永安

街在清代為現今的永安街十九巷，當時是全庄最為繁榮的商業街道，但美濃溪水

容易因暴雨氾濫，而移至現今的永安街上，現今永安街分為上庄、中庄、下庄三

個區域，上庄以東門樓為起點，中庄由花樹下開始，途中會經過現今的文創中心

（舊警察分駐所）、美濃國小，下庄則有水橋、德勝公壇，一直到敬字亭作為永

安老街的終點（漫步美濃永安老街，2019/06/27）。中庄的美濃文創中心為當時

的舊警察分駐所以及警察宿舍，政府與客委會積極發展永安街，期望能變成老街

觀光勝地，除了新建美濃圖書館增加不少文藝氣息，還啟動了人才留美培力計

畫，希望可以留住青年人才等駐留在美濃，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帶動永安街的活

化與生氣。 

 
圖 2-7 早期永安街上的日常 

（圖片來源：瀰濃老照片社團；孔邁隆教授拍攝；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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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永安街，已經沒有早期的繁榮，當時滿滿的人潮與居民，現在也因為

時代的變遷而寥寥無幾且高齡化現象，現在的永安街雖然還是有在地居民，但是

多為老人居多，或是大門緊閉像沒人在家的樣子，永安街一整條非常長，可以分

到上庄、中庄、下庄，走一段路就可以看到早期留下來的夥房，有些因為天災的

關係已經沒有保留早期的原貌，所以幾乎都已經改成比較近代的水泥房或是搭建

鐵皮屋，因此永安街並沒有像其他老街一樣，有特別顯著的建築吸引觀光客，但

因如此，更可以看見客家人平常的生活習性，與慢悠悠的生活步調。 

  
圖 2-8 永安街的昔日與今日對比照 

（圖片來源：瀰濃老照片社團；孔邁隆教授拍攝；1964） 

2.1.5 美濃政治影響 

1991 年經濟部水資會計畫於美濃黃蝶翠谷興建水庫的消息不光後，引發地方

震驚與慌恐。於 1992 年，由兩位知識青年，與一位具有社會運動組織經驗的美濃

青年，藉由學術研究回到美濃，透過田野調查，舉辦文化活動、講座及組織報紙

專欄，邀請各大學的客家社學生參與，此工作團隊命名「第七小組工作站」（邱

靜慧，2012）。第七小組工作站的成立，是因得知興建水庫的消息後，進而引發

地方人士的反彈，透過結合在地學者，宣傳告知在地民眾這個議題的重要性，出



 

 19 

於水庫本身會導致的安全問題，和危害生態、社會的衝擊下，以及違反民主的官

僚作風，所作出的討論與批判。因此美濃反水庫運動成為最早的農村文化工作。 

 
圖 2-9 美濃反水庫運動 

（圖片來源：瀰濃老照片社團；林于文拍攝；1992） 

1994 年，正式成立「美濃愛鄉協進會」，此組織結合了在地農民、仕紳、藝

術家、返鄉青年、教師與各黨派的政治人物。以愛鄉之名代替反水庫，原因是水

庫並非社區唯一思考的問題，如農業衰頹、環境惡化、文化傳承，教育資源和公

共建設的缺乏等，並定義組織工作為「一場起於反水庫卻永無止盡的社區運動」

（邱靜慧，2012）。由此可知，美濃愛鄉協進會的成立，是逐漸意識到在地問

題，從各個領域集結了志同道合的人，開拓不同的視野與建議，展開了社區、文

化、生態等各面向的重建工作。這樣的發展，使在外更生的青年得以返鄉，成為

美濃第一批為社區服務的返鄉青年。具體的工作內容，部分列舉如下： 

  



 

 20 

表 2-1 美濃愛鄉協進會具體事項 

年份 事紀 說明 

1995 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計畫 
開設全臺第一個針對外籍配偶問題

需求設置的課程。 

1997 永安路歷史聚落與空間美化規劃案 
規劃為聚落博物館的概念，以及旅

客中心與休憩區域。 

1997 「美濃客家文物館」營運規劃設計 

以社區博物館的理念規劃，落實文

化主體性、地域文化開展性之目

標。 

1999 
《美濃鎮誌》編撰理論與實務分享

研習營 

採取不同以往的作法，完全由美濃

在地人執行撰寫與編纂的工作。 

2000 
美濃鎮永安聚落下庄仔水圳環境營

造 

美濃農村空間轉型的第一步，有關

農村空間結構轉型的指標性工程。 

2003 
黃蝶復育－「美濃後生會」2003

培訓暨調查計畫 

培訓帶動年輕人參與，進行後生培

力與生態復育工作。 

2005 美濃文化造鎮總體規劃案 
對客家族群的地方文化重建工作，

並期望找出適合美濃發展方向。 

2008 高雄縣客家藝術節活動－秋迎福 

以“秋風迎福 共下享福”為主旨的表

演活動，現場除了有創新的客家民

謠，還有別具創意特色的商品展

示。 

（資料來源：美濃愛鄉協進會；客家委員會；客家焦點；本研究整理，2019） 

美濃愛鄉協進會成立至今，積極努力推動各面向之工作，對於歷史文化的保

存與創新活動辦理，以及未來發展規劃與環境整治議題等，都可以看出美濃在不

斷的進步，且從中感受到，傳統客家人刻苦耐勞、剛強弘毅、劬心創業、團結奮

鬥之精神。協會工作方向與行動，一向都是「硬門」的（美濃愛鄉協進會，

2013/06/02）。意思是不易克服的工作方向與行動。這些短期看不出什麼成效，

須長久的經營與規劃才有進展，不過卻有著深遠的影響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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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小結 

根據美濃歷史記載，客家人在清朝時期大規模渡海來臺，開墾初期非常之艱

辛，遇到許多困難，如種族的衝突、飲水的不足、尋找土地等，在文化相互摩擦

與相互融合之間，形成了如今多元文化且獨特的美濃客家文化。也因為時間的歷

練，在經歷過各種大小事的客家人，有了許多代表的精神特質，如刻苦耐勞、團

結奮鬥、剛強弘毅等。 

 
圖 2-10 客家人精神特質統整 

（圖片來源：本研究繪製） 

如今美濃擁有從古至今流傳下來的傳統習俗、工藝與節慶等，但在人口高齡

化與人往都市走的社會現象中，也難逃文化流失的命運，就連開庄第一街永安

街，也沒有早期的熱鬧繁華。因此政府與客委會，希望能靠計畫的執行來影響，

幫助永安街恢復以往的活力，打造老街形象，讓觀光人潮進來，進而吸引青年留

在美濃發展。而美濃靠政治影響做出改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最早的政治影響

事發生反水庫事件，促成一批返鄉熱潮，不僅激起了許多愛鄉青年，也讓許多人

意識到家鄉的重要，以及未來所面臨的問題，因此當時成立許多民間組織團體，

如愛鄉協進會等。雖然這兩起政治影響，性質截然不同，但所帶來的影響皆是好

的，都是希望美濃的文化不要受到破壞與流失。 

客家人精神

堅毅之心

刻苦耐勞

勤儉持家

剛強弘毅

劬心創業團結奮鬥

不誇飾
不做作

樸實

傳統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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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化政策 

2.2.1 文化工業的意識 

文 化 工 業（ Culture industry）一詞的 出 現 在於取代「大眾文 化 」

（Massenkultur）的概念，是從德國法蘭克福學派裡的學者馬克思・霍克海默

（M. Horkeimer）與狄奧多・阿多諾（T. Adorno）等人提出此一概念，首次出現

於 1944 年他們合著作的《啟蒙辯證法》，其中裡面的重要章節《文化工業：作為

大眾欺騙的啟蒙》，在章節裡部分指出，所有文化都將轉變成商品；所謂的藝術

則根據經濟價值，而非藝術真正的價值定義（洪翠娥，1988）。然而文化工業的

定義是無法清楚的界定，它是一個複雜且非靜態的概念；是標準化

（Standardization）與規格化（Specification）的機器產出，並且理性的分銷文化

商品之系統，這樣的產品重點著重於盈利方面，早已違背文化真正該有的意義。

在此文化工業所聚焦的點在於「文化」而非「工業」，對於文化工業的想法，出

於對社會與文化的憂慮，而不是以經濟考量為主（王俐容，2004）。這反映當時

的社會，大眾對於自主性分析藝術品不再那麼重要。而文化實際指的是一種精

神、制度、器物等方面，具體的包括語言、思想、習俗、文字、國力等，是一種

經過時間淬煉出來的產物，可以說是社會價值的總體，許多文化已被商品化、盈

利化，失去了原本精緻文化的元素。所以文化工業一詞的出現，是應證當時的現

象，代表著文化型態驟變的一種反思，在那時候對於文化工業的批判思想，是說

著人們對於盲目追從大眾文化，卻遺忘自身對於藝術的追求與見解，與現今文化

創意產業之意義，是不完全相同的。 

2.2.2 文化工業的轉變 

    在 1987 年 Nicholas Garnham，提出對文化工業較為描述性的定義：「文化工業

是利用商品生產的模式與工業公司的組織，以文化商品與服務的形式，來生產與

傳布各種象徵符號」（Garnham, 1987: 25）。由此發現，經濟與文化的對立概

念，在此逐漸改變，兩者已不再是對立關係，文化轉變成為創意對經濟發展的助

力。早期出於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將文化工業視為資本主義下的大眾文化，商

品化、標準化、大量生產的製造，使人們文化品味庸俗，嚴重的話是人們被資本

主義奴役宰制（陳弘揚，2005）。這也是當時文化政策將「文化工業」排斥在

外，後來觀念的轉變，納入文化政策的過程實踐，各國皆不盡相同。英國在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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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80 年代的大倫敦議會中，考慮「民主文化工業」之原由，開始將文化工業的

電影、電視、出版、廣播等納入政策考量。而 Tom O’ Regan 提出澳洲是在 1960

年代末期，電影被認為是一種藝術形式，且具有高度國家認同，它詮釋了「什麼

是澳洲」，讓所有澳洲人與全世界認識，已經不單單被定義為「娛樂事業」。而

作為文化政策的重要出發點，在於它是以藝術為基礎的文化介入形式，經由國家

文化目的，如認同的形成、文化的權利、文化的落實等因素來合理化其地位（O’ 

Regan, 2002: 11）。因此，隨著電影文化的形成，藝術、文化政策以及其他傳播

類別體系，有了更多互動與思考的可能，「文化」一詞的定義逐漸獲得改變；過

去「人類學式的文化定義」將文化設限於傳統高級的文化形式，卻忽略了「新」

的其他文化形式（O’ Regan, 2002: 11）。在學術界的努力下，對「文化工業」的

負面認定，逐漸轉變為新的且中立的概念，而許多學者也開始認為，文化商品的

價值，排除無論人們的文化需求是怎樣的形式，基於滿足人們的文化需求，即使

是大眾文化的產品，也不應該是以完全否定的態度去看待（王俐容，2004）。文

化政策，逐漸有了初步的概念統一，文化是可以被包裝，以另一種形式宣傳、傳

承，符合大眾化的產品不再被否定，且透過大量生產可以減輕成本，因此，不管

人們需求是怎樣的形式，他都是一種文化的潮流形成，產業發展需要靠市場維

繫，不應該去以不認可的角度去對待。 

2.2.3 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文化創意產業，文化與產業的定義是不同的，文化包含了物質和精神層面，概

念與定義是相當廣泛的，而產業可分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一國產業

結構與一國經濟是有密切關聯的（陳超明，2016/11/09）。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

於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定義為，結合創作、生產與商業內容，本質上是

無形資產且具有文化概念，通常由智慧財產權保護，以產品或服務的形式呈現

（UNESCO,  2002）。因此，文化產業皆與文化元素有關聯，文化透過與創意創

造、生產、商業內容等結合，最後以不同的方式呈現。以英國來說，自 1997 年成

立「創意工業籌備小組」，對於創意產業與聯合國定義，有不同的見解，是著重

於創意、技巧以及創意才能，透過生產與利用智慧財產的過程，創造財富與工作

機會（陳超明，2016/11/09）。這不是一種新產業的產生，而是一種新思維的誕

生；英國可說是全世界最早發展出文化產業，以文化帶動經濟活動，使「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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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文化創意產業裡的「資本」，資本的意思是一種生產中的要素，透過創意的

加入，使產值提升或是增值。因此，各國認定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不盡相同，但

是大致分類可分為兩種方向： 

表 2-2 各國文化創意產業分類 

別稱/特徵 代表國家 

又稱為「創意工業」（Creative industries）。 

1. 注重文化產業中產權的經濟效益 

2. 就業機會的社會效益 

英國、澳洲、紐西蘭、

香港、臺灣 

又稱為「文化產業」（Culture industry）。 

1. 無一致性定義 

2. 採取因地制宜的做法 

美國、芬蘭、中國 

（資料來源：鄭智偉，2003；本研究繪製） 

文建會自 1994 年提出了「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主要除了促進國家人民自發

性參與公共事務以外，也期望可以藉此整合臺灣各地民間的社會力。在 1995 年舉

辦的「全國文藝季」，當時所提出之口號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動機

主要為因應國內經濟結構轉變，各地鄉鎮產業面臨綜轉型等壓力，因此，透過各

地原本具有豐富的文化資產，經過社區營造等策略，加以整合和強化，期望可以

恢復地區生機與活力，也為國家增長競爭力量（文建會，1998）因此，臺灣文化

創意產業，是綜合了各個國家對於「文化」與「創意」產業的概念，統稱「文化

創意產業」，並定義為，源自創意與文化的累積，透過財產權的行程與運用，具

有創造財富與就業能力潛力，並促進以及提升整體生活環境的行業（文建會，

2003：25）。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是具有創意的生產性活動，是具有智慧財產

權與傳遞社會意義，學者 Thorsby（2001）在經濟與文化「Economics and 

Culture」書裡提到，針對文化產業可以分出下表三點分析： 

表 2-3  Thorsby（2001）文化產業重點分析  

三點分析 核心概念 

1. 創意的生產活動 

2. 產生與傳遞社會意義 

學者 Thorsby 以一個同心圓來描繪，文

化產業的範圍，核心在於一個有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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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出有某種程度的智慧財產權 的理念，以創造性藝術（ Creative 

arts）來代表；而外顯的形式較多元

化，從第二圈雖藝術成分較低，不像

第一圈為純粹的文化，但具有高度文

化意涵；第三圈認定為是具有文化內

容的。如下圖 2-11 

（資料來源：劉大和，2003；本研究繪製） 

 
 

圖 2-11 文化產業同心圓 

 （資料來源：劉大和，2003：15；本研究繪製） 

2.2.4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現況 

臺灣文建會（2002）以 Thorsby 的同心圓概念，做為台灣文創產業範疇與周

邊產業範例，以文化藝術核心產業發展，和設計產業、創意支援和周邊創意產

業。示意圖如下： 

第三圈：
具有文化內容

第二圈：
藝術成分低、
文化意涵高

核心：
創造性藝術
（Creative arts）

音樂、舞蹈、戲劇、文學、視

覺藝術、工藝，包含新科技形

式中所表現的藝術(如多媒體 

藝術 )。這些也包含整個生

產、銷售的環節。  

包括廣告、觀光、建築 。 

書籍、電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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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範疇與周邊產業示意圖 

 （資料來源：文建會，2002：59；本研究繪製） 

如今文建會已改名為文化部，以及文化創意產業分類，從原本的十三類更改為十

六類，1.視覺藝術產業、2.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3.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

業、4.工藝產業、5.電影產業、6.廣播電視產業、7.出版產業、8.廣告產業、9.產

品設計產業、10.視覺傳達設計產業、11.設計品牌時尚產業、12.建築設計產業、

13.數位內容產業、14.創意生活產業、15.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16.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文化部，2015/09/16）。研究者的科系是創意生活設計

系，屬於文化創意產業的第十四類，創意生活產業，內容範疇是指創意整合生活

產業之核心知識，以及提供具有高度體驗與高質感的產業。 

在政府推動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張光民，2009/09/24），

除了繼續推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之外，並且大力協助產業的轉型與升級，其中

「創意生活產業」，也是政府如今一直積極推動的一項新興產業。臺灣文化創意

產業在各個政策輔助下適時的導入，引導各企業與各產業在經營過程中，加入文

化與創意的特質、增加社會涵養，也有不少成功的幫助企業與產業轉型升級。在

建構與鋪陳產
業大環境之周

邊產業

應用於13類
產業的周邊產

業

13類文化創意
產業範疇 整體文化創意事業： 

1.視覺藝術 2.表演藝術 3.工
藝 4.設計 5.時尚設計 6.建築 

7.電影 8.電視與廣播 9.廣告 

10.出版 11.音樂 12.軟體與

資訊服務 13.互動休閒軟體 

應用型： 

周邊文化創意產業，以

核心產業為基礎應用。 

建構與鋪陳產業環境之

周邊產業： 

如文化產業教育、社區

營造、智慧財產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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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推動的創意生活產業發展計畫裡，說明目的是有三點：1.協助產業

升級和轉型，將「製造台灣」提升為「知識台灣」；2.為中高齡以及非高學歷的

失業族群，提供能再就業之的機會；3.改善國民的生活品質，形塑出知識工作者

的生活樂園（經濟部工業局，2018/12/21）。總體來說創意生活產業是透過來自

創意與文化的累積，帶動企業採取新的思維、新的營運模式，隨著台灣在地的文

化創意產業漸漸地成形，這樣也讓創意生活產業的類別，涵蓋更加地多元化，但

要真正的做到精緻、特色化的經營，最重要的關鍵，在於經營者本身創意核心的

經營方式，需要具備文化內涵、地方特色、以及美學涵養，可以發揮表現在產

品、服務、場所與活動上的舉辦，這樣讓文化跟創意，更加具備市場之價值，連

帶的提升國民的生活水準與美學品味。 

2.2.4 文化政策的發展 

文化部自 1994 年提出了「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蘇昭英，2009/09/24），主

要除了促進國家人民自發性參與公共事務以外，也期望可以藉此整合臺灣各地民

間的社會力，以「在地行動」、「由下而上」的核心概念，讓社區發展以在地居

民需求為導向，自發性地營造出各具特色的社區。在 2002 年至 2007 年配合行政

院所推動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裡提出了「新故鄉社區營造計

畫」，強調結合特有在地的文化傳統、地方產業以及空間環境外，積極發展培養

地方魅力。早期是藉由理念的推廣和人才的培育，以及文化的保存，結合了各個

部會、各地政府、社區與民間團體還有學術界的投入，雖然逐步的引響臺灣人民

去共同關注公共事務的社會風氣，但觀念培育工作就如基礎教育一樣，須持續在

各個年齡階層做推廣與帶動，才能真正融入每個人的生活行為與價值。於 2005 年

行政院更擴大提出「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針對社區營造政策規劃更具體的

分工，這之中包括文化部、教育部、內政部、農委會、經濟部、原民會與客委會

等......11 部會，分類類別有人文教育、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環保生

態以及環境景觀等六大的面向；成功讓政府部門逐漸重視「社區營造」的理念，

並從各自部門來鼓勵民眾來共同參與，為的是符合社區全面性發展的需求，落實

「總體」營造精髓（行政院，2005）。文化部過去長期推動各地方文化藝術的基

礎工作，清楚瞭解臺灣文化的公民社會建立，需經過長久耐心地醞釀、傳統與現

代文化不間斷一點一點的融合，期望促進民眾透過文化活動有互動、從互動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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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感動，使產生的感動成為實際行動的助力，進而產生民族與文化認同的歸屬

感。在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浪潮下，地方社區意識、公民社會和國家共同體等概念

逐漸受到重視（蘇昭英，2009）。而在日本、美國、英國也曾因為即將面臨小

鎮、村落消失的危機，紛紛比臺灣更早提出振興與政策的模式，通過別的國家執

行使我們學習到成功與失敗範例，現在我們逐年發展，也成功挽救許多社區危

機，如文化消失、工藝失傳、社區沒有活力、就業機會低、人口老化......等問

題，雖然不是每件案例都相當成功，但確實使在地人正視這項議題以及政策，同

時也激起地方社區、農村迴游、青年返鄉的意識。 

 近幾年客家委員會積極地推動客家產業創新升級，期望可以打造幸福魅力的

客庄。「美濃」是個特別的地方，當地的客家人是主要居民，透過研究學者、或

是地方文史工作者，以及傳播媒體的多重形塑下，美濃被視為保存客家文化最完

整的一個地方（廖經庭，2010：8）。而從中透過文化創意產業的做法，既能兼

顧文化、社區和經濟產業等層面，不僅能留住客家地區的子弟、並吸引外地遊客

以及人們的主動親近瞭解（俞龍通，2014：4-5）。透過回到家鄉去認識理解，欣

賞發現美濃別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在政府的政策推動下，吸引不少青年留在美濃

發展，透過與文化創意產業結合，來提振、傳播客家文化之美，期望在青年與政

府的合作下，能為美濃產業發展出不一樣的轉型。 

隨著政策的推動與經濟蓬勃發展，人們對生活的態度與價值觀也提升許多，

追求生活品質以及重視休閒文化，臺灣於 2016 年實施一例一休，使所有勞工每週

有一天的例假和一天的休息日，這代表我們除了忙於工作還可以從中適度的喘

息、排解疲勞，讓心靈放鬆，而觀光休閒產業也逐漸拓展出發展空間。由政府持

之以恆的帶動政策，而逐漸熱忱的社區民眾，使社區活動蓬勃發展，帶動地方觀

光產業，朝著讓臺灣成為具本土化、多元色彩的觀光價值，而如何利用設計來翻

轉且永續經營模式成了一個重要的學習課題。社區營造和觀光之最終目的都是為

了振興社區（吳易蓮，2000）。 

2.2.5「留美計畫」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辦的「高雄市客家文創人才留美培力計畫」，

簡稱「留美計畫」，目的是發展文創產業，鼓勵各領域優秀文創人才可以來到美

濃創造文創實績（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2019/06/29）。目前「留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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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從 2015年底便開始招募，2016年入續有店家進駐，真正啟動時間到至今已將

近三年左右，在這期間不管是客委會或是店家，都是在不斷的學習中進步，如何

讓已經落寞的永安老街，成為美濃的觀光焦點、聚集地，這將成為此計畫的最終

目。 

高雄市政府早在 2012年推動美濃文創中心活化計畫，目的是將永安街上 1933

年日治時期所建的美濃警察分駐所以及日式宿舍（2007 年被登錄為歷史建築），

整修建造成美濃文創中心，歷經三年修復終於在 2015 年為「留美計畫」打頭陣，

成為永安老街的中心代表（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2019/06/29）。高雄市

政府將這兩間歷史建築的旁邊，超過 20 年的老舊建築，重新建造成美濃學園教育

藝文館又為高雄市美濃分館（高雄市政府工務建設導覽，2016/02/03）。在政府

的積極輔助下，利用舊建築翻修成為永安老街一大亮點，為的是讓美濃文創產業

發展起來；美濃客家文化的獨特，人口高齡化的現象，人才外流的遺憾，希望藉

由文化創意產業的連結，使年輕人可以來到美濃發揮長才，也可以體會來到下鄉

生活與都市不同的步調。 

 
圖 2-13 左：美濃文創中心 右：高雄市美濃分館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攝） 

政府與客委會採用吸引人才進駐美濃的方式，透過以開庄老街的歷史串連年

輕人，一方面是提升美濃觀光亮點，另一方面是使人才留在美濃發展；整條永安

老街分為上庄、中庄、以及下庄（林雅惠，2015/02/02），為了聚集人潮但目前

才開始幾年，因此進駐店家不多都是以中庄發展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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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永安老街小地圖 

（圖片來源：本研究繪製） 

「留美計畫」執行到現在是採取徵選的方式，從許多計畫書中挑選與美濃的

元素可以結合且創新的，並且有規劃性的經營方式，才可以從僅有兩名資格中被

選上，他們不希望徵選上的店家只是為了拿補助金費，而沒有好好經營與規劃，

因此每年會看各個店家的狀況，對「留美計畫」的規範做調整，本研究整理出這

四年的重點徵選方式做說明： 

表 2-4 105、106、107 留美計畫比較表 

年度 / 

計劃名稱 

105 / 106 / 107 

高雄市客家文創人才留美培力實施計畫 

駐點區域 1. 以舊美濃永安裝之上庄、中庄、下庄為文創產業發展基地（以

上庄東門樓至下庄敬字亭間場域擇定一處空間為主要進駐

點）。 

2. 駐點之地點及空間由計畫申請人於申請計畫書中提出，惟須經

駐點空間所有人同意使用，如有租賃行為應由申請人與所有人

立約 1 年以上使用期限，並負擔合約規定應繳交之相關費用，

及負責空間之使用合理性、適切性、安全性。 

徵選名額 2 名 / 5 名 /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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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 每名最高補助 50萬元 

撥款方式 1. 第一期款：撥付核定補助經費 30% / 40% / 50%，受補助者於完

成展店營運日起 1 個月內，檢具領款收據、展店完工報告書及

開辦費用相關單據，經本會審核通過後，撥付核定補助經費

30% / 40% / 50%。 

2. 第二期款：撥付核定補助經費 30% / 40% / 40%，受補助者於完

成展點營運日起滿 6個月後 1個月內檢附領款收據及期中報告書

（內容含營運績效、營運文字及照片紀錄、來店到客率、到客

滿意度、效益分析等），經本會審核通過後，撥付核定補助經

費 30% / 40% / 40%；受補助者若無其他不可歸責因素而實際營

運未達 6 個月，按實際經營月數依比例撥款。 

3. 第三期款：撥付核定補助經費 40% / 20% / 10%，受補助者完成

展店營運日起滿 12 個月後 1 個月內檢附領款收據及期末成果報

告書（內容含整體營運績效、營運成果文字及相片紀錄、效益

分析、計畫檢討及建議等），經本會審核通過後，撥付核定補

助經費 40% / 20% / 10%。 

4. 本會將依計畫逐月訪視留美運作狀況，若實際未經營或未依原

核定計畫辦理，本會將撤銷補助計畫，不在撥付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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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標準 1. 專業資歷及駐地理念：10% 

2. 營運規劃、運作模式、展示販售、行銷計畫、創新想法：40% 

3. 文創產值實績、預期達成目標：40% 

4. 期程表規劃：10%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客家委員會，2019/06/30；本研究整理繪製） 

表 2-5 108 留美計畫比較表 

$150,000 

$200,000 

$250,000 

$15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100,000 

$50,000 

 $-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105年

106年

107年

第一期款

（營運1個月內）

第二期款

（營運6個月內）

第三期款

（營運12個月內）

10%

40%40%

10%

專業資歷及駐地理念

營運規劃、運作模式、展示販售、行銷計畫、創新想法

文創產值實績、預期達成目標

期程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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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 

計劃名稱 

108 / 

高雄市客家文創人才留美培力實施計畫 

駐點區域 1. 以舊美濃永安裝之上庄、中庄、下庄為文創產業發展基地（以

上庄東門樓至下庄敬字亭間場域擇定一處空間為主要進駐

點）。 

2. 駐點之地點及空間由計畫申請人於申請計畫書中提出，惟須經

駐點空間所有人同意使用，如有租賃行為應由申請人與所有人

立約 4 年以上使用期限，並負擔合約規定應繳交之相關費用，

及負責空間之使用合理性、適切性、安全性。 

徵選名額 2 名 

補助金額 每名最高補助 50萬元 

撥款方式 1. 前期作業：經決審通過及通知後，受補助者於 20 日內檢附修正

後計畫書 2 份（依評審委員及單位意見修訂計畫書），並於單

位同意修正後計畫書後 10日內完成簽約作業。 

2.  第一期款：撥付核定補助經費新台幣 14萬元；受補助者完成展

店營運日起 1 個月內檢附租屋契約相關證明、開辦費用相關單

據、水電帳單、領款收據及展店完工報告書，經本會審核通過

後，撥付核定補助經費。 

3. 第二期款：撥付核定補助經費新台幣 12 萬元；受補助者展店營

運日期滿 2 年（24 個月）後 1 個月內檢附租屋契約相關證明、

水電帳單、領款收據及第二期款成果報告書（內容含整體營運

績效、營運成果文字及相片紀錄、效益分析、營運優缺檢討及

營運目標等），經本會審核通過後，撥付核定補助經費。 

4. 第三期款：撥付核定補助經費新台幣 12 萬元；受補助者展店營

運日期滿 3 年（36 個月）後 1 個月內檢附租屋契約相關證明、

水電帳單、領款收據及第三期款成果報告書（內容含整體營運

績效、營運成果文字及相片紀錄、效益分析、營運優缺檢討及

營運目標等），經本會審核通過後，撥付核定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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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四期款：撥付核定補助經費新台幣 12 萬元；受補助者展店營

運日期滿 4 年（48 個月）後 1 個月內檢附租屋契約相關證明、

水電帳單、領款收據及總成果報告書（內容含整體營運績效、

營運成果文字及相片紀錄、效益分析、營運優缺檢討及計畫建

議等），經本會審核通過後，撥付核定補助經費。 

6. 本會將依計畫不定期訪視留美運作狀況，若實際未經營或未依

原核定計畫辦理，本會將撤銷補助計畫，不在撥付補助經費。 

 

 
審查標準 1. 專業資歷及駐地理念：20% 

2. 營運規劃、運作模式、展示販售、行銷計畫、創新想法：30% 

3. 文創產值實績、預期達成目標：20% 

4. 客家文化產業元素、對客家文化產業發展性及客家文化推廣

性：20% 

5. 期程表規劃：10% 

$14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108年

營運第一年 營運第二年 營運第三年 營運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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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客家委員會，2019/06/30；本研究整理繪製） 

  

20%

30%

20%

20%

10%

專業資歷及駐地理念

營運規劃、運作模式、展示販售、行銷計畫、創新想法

文創產值實績、預期達成目標

客家文化產業元素、對客家文化產業發展性及客家文化推廣性

期程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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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小結 

文化工業應證當時所產出的產品，著重於盈利方面，而當時文化與工業結

合，早已違背文化真正該有的意義；這也反映當時社會對於藝術品、產品，並不

是那麼注重在內涵方面。在意識到文化工業所帶來的產品氾濫等問題，讓人們重

新反思對於文化的真正定義，而文化政策也就開始運行，形成了文化是可以被包

裝的想法，也讓文化政策有了初步的概念統一。這樣的發展也成就了文化創意產

業的成形，文化透過創意創造、生產以及商業內容做結合，最後以不同的方式呈

現；使文化帶動了經濟的提升與就業機會。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注重的也是不讓文化流失，以及精緻與特色化的

經營模式，來提昇國民生活水準與美學品味，也讓臺灣這具多元文化的地方，可

以使特色文化結合創意提升市場的價值。因此文化創意產業，一直是政府積極推

廣的政策內容，這樣的發展政策，也讓許多社區挽救正面臨的危機，同時也激起

地方社區、農村迴游、青年返鄉的意識。 

美濃一直被視為客家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方，因此常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

點，但隨著高齡化、人往都市走的現象產生，美濃就快成為觀光空殼社區，而客

委會推動「留美計畫」，目的是希望能吸引青年留在美濃創業發展，並推廣文創

在美濃，提升美濃的生活品質與美學。 

「留美計畫」從 2015 年開始宣傳，以開庄第一街永安街做為發展地標，期望

打造老街文化，2016 年真正運行，每年都入續有店家進駐，直到現在已經營運將

近要四年，而每年徵選都會有稍微的變動，是希望年輕人來到美濃可以輕鬆創

業，但不要抱持期間結束就離開的想法。以下是針對「留美計畫」做出的統整

圖： 

 
圖 2-15 留美計畫統整圖 

（圖片來源：本研究繪製） 

 
  

2016
名額：2名

計畫期限：1年
補助金額：50萬

2017
名額：5名

計畫期限：1年
補助金額：50萬

2018
名額：2名

計畫期限：1年
補助金額：50萬

2019
名額：2名

計畫期限：4年
補助金額：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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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留美計畫」之創業青年 

2.3.1 青年下鄉 

自古「下鄉」一詞，是意指到農村去、到鄉下去。最早出現是在清潮，張惠

言《書左仲甫事》：“其年有冬，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米於筐，有稻有秔，豚

蹄鴨雞，傴僂提攜，造於縣門”，在這裡的下鄉是指到偏遠的鄉間。在宋朝蘇軾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官吏欲差舡載米下鄉散糶，即所須數目浩瀚，恐

不能足用。”則為到鄉下去（漢語網，2019/06/17）。那也有另一種意思，指知識

青年到農村進行勞動鍛鍊，在大陸 1950 便開始倡導，於 1960 年代發動上山下

鄉，為了縮小工農、城鄉、體力腦力勞動的「三大差別」（BBC NEWS, 

2019/04/12）。 

 
圖 2-16 上山下鄉宣傳照 

（圖片來源：白晶晶聊影視；https://is.gd/GQPmWG；2019/06/24） 

有關知青上山下鄉的政策文章，鄧鵬發表的老知青－賤民與殉道者文章裡，

指出許多學者會將上山下鄉運動與文化大革命聯繫起來，甚至認為 1968 年毛澤東

發表的“12˙22 指示”作為上山下鄉運動之起點，當時的概念與事實上的混淆，造成

大眾對上山下鄉與知青運動的不了解（鄧鵬，2006）。而鄧鵬也是為下鄉知青其

中之一，後來人們稱他們為“老知青”，指的是文革以前上山下鄉的知青，而在這

些知青的文學、研究以及文革研究中，成了一段空白，也因此在文革前上山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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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一百三十萬老知青幾乎無人提及，直到 2006 年，僅有一書定宜庄的《中國知

青史─ ─初瀾》是關於這群文革前的老知青，這才漸漸被世人知道，而後幾年鄧

鵬主編的《無聲的群落》，也是為了搶救這段歷史記憶的空白，因此大量收集文

革前老知青的回憶（五味齋，2010/03/30）。1966 年大陸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所

發生的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與 1960展開的上山下鄉運動，可以說不是同時期的

變革，但可以知道當時大陸各產業，與其他國家相比已經落後許多，且對於文化

的認知有一定的重視，均衡發展可說是當時積極發展的思想，但一昧的用控制的

做法所帶來的只有反效果，反而使得經濟停滯，也影響了整個大陸時代的進步，

因此青年下鄉在後期所發生的事件影響，被眾多人記憶為是不好的稱呼，所帶來

的感覺有強迫的、非自願的效果，造成文化認同度低，造成反效果。 

臺灣過去「下鄉」行動所背負的有兩種含義：一種是引領地方走向進步文

明，意圖改造成現代化；另一種則為重新貼近人民與回應土地的期盼（陳誼珊，

2014）。由此可知「下鄉」這一詞，不管在台灣還是大陸，皆是上對下的說法，

即為政府的執行政策與想法，並不是由民眾自主發起的行動、行為。文獻上使用

下鄉衍生的一詞，如陳誼珊所提到的「藝術下鄉」，為媒體、大眾習慣稱藝文團

隊到鄉鎮進行演出的現象。藝文團隊是指來自都會且受到藝術專業性認可，以非

常時間、非定點的方式進駐巡演，到達鄉鎮進行表演，而透過這樣的行為將戲

劇、音樂和舞蹈等藝文活動帶入地方。在她的研究裡以紙風車文教基金會發起的

「紙風車 319 鄉村兒童藝術工程」，展現出一種集體行動的嶄新可能，藉由理念

引領和適切的操作機制，在被動員出來後，可以經由統一的平台來集結與互助，

共同解決現代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台灣英文新聞（2013/01/26）的報導裡稱紙

風車劇團為「藝術下鄉最徹底的團隊」；但對於紙風車這個民間團體出來的自我

定會卻為「社會運動」、「文化運動」與「文化行動」的劇團巡演行動（陳誼

珊，2014）。因此，透過以上文獻可以明顯地整理出，「青年下鄉」在現代會運

用到這個詞的時間點，通常都是政府以及外界，對青年到鄉下發展的稱呼，但青

年本身會選擇運用「社會運動」、「文化運動、行動」，來代表自身在做的事

情，不會希望被定義為是「下鄉」；可能是過去「下鄉」的發展有過不好的歷

史，促成後人不喜歡被定義為是「下鄉」。透過以上文獻整理如下表： 

表 2-6 政府外界青年稱呼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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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形式 歸類 文化認同度 

青年到鄉下生活 

政府逼迫 

外界形容 
青年下鄉 低 

政府鼓勵 

自願行動 

社會運動 

文化行動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2.3.2 青年返鄉 

現在大部分的年輕人希望離都市愈近愈好，能離農村愈遠愈好，而美濃開始

有返鄉青年的出現，是在反水庫運動作為起點，當時興起了愛鄉青年大量返鄉，

為自己家鄉爭一口氣，也讓美濃的在地居民凝聚在一起，也正視並且參與社區各

種議題，就如同邱靜慧（2012）所說：「一場起於反水庫卻永無止盡的社區運

動」。也因為如此成立了愛鄉協進會，文化認同的提升，開始意識社區面臨的問

題，如農業人力缺乏、環境生態的保育、文化教育的傳承、公共建設的興建等

等，帶動不少年輕人願意返鄉幫忙，有的甚至回鄉後就沒再離開過。而美濃的返

鄉青年張正揚於 1997 年遞出辭呈，返鄉回到美濃重新過農村生活（林慧音，

2016）。在林慧音的論文述說，張正揚認為他們是返鄉青年第三代，最早的返鄉

青年則是鍾鐵民老師；是客家文學作家，鍾理和的長子（黃佳琳，

2011/08/23）。第二代則是鍾秀梅、鍾永豐與李允斐；鍾永豐大學畢業後，意識

到客家文化日漸凋零，和妹妹鍾秀梅以及友人李允斐回到美濃故鄉，成立「第七

工作站」參與與客家文化扎根與反水庫運動，並籌備「美濃愛鄉協進會」（樂生

文學館，2008/05/21）。可以由此知道第一代與第二代的返鄉青年，會隨著時代

的改變有不同的結果，鍾鐵民老師是屬於創作美濃客家文學的作家，把美濃的純

樸風景、客家精神與鄉土風情，透過文字呈現出來，但是第二代鍾永豐、鍾秀梅

以及李允斐老師們，意識到文化逐漸流失，且又遇到水庫興建等問題，勇於回鄉

收集資料，捍衛家園與文化保存，有著濃濃的愛鄉情懷，張正揚是屬於在這之後

的第三代，他自願承擔銜接第二代的期望，而他也是最適合的人選，希望未來可

以解決美濃很多的問題。張正揚認為，美濃有很多路徑，一般人可能到美濃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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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走，但美濃人不會那樣走，因此從這裡可以反映出，美濃人的集體性與獨特性

（林慧音，2016）。 

自 2006 年行政院農委會公布「農業新政策與目標」，積極推動青年人口返回

農村，希望藉著青年運用創新思維，改變農村的現有文化，而其中第三點「農業

漂島體驗」吸引許多青年報名，也反映出不少年輕一代嚮往田園生活，對回歸鄉

村表示深感認同（陳忠明，2007）。由此可知現在年輕人，多數都脫離了鄉村生

活，有的甚至沒到過農村，或者是對都市的高壓生活感到厭煩，最後通過體驗來

了解農村純樸生活，也或許可以意外地找到，另一塊屬於適合的生存模式，藉由

新的文化體驗讓年輕人認識農村，進而提升文化認同，喜歡上鄉村。而在趙柏宇

（2010）在政府農業人力發展計劃參與者從農意願之研究，以三個構面「工作價

值觀」、「工作滿足」、「工作投入」分析對從農意願的影響，其中工作投入對

從農意願的影響較大。也代表工作投入是指對於工作的認同，因此從農意願最根

本的影響，在於對從農這份工作的認同度有多高。在林勇信（2011）影響新進農

民從農因素之研究，可以發現回流農村從農的動機，有高達近八成是因為喜愛鄉

村生活環境與受個人特質影響。因此，最主要是想吸引年輕人留在農村發展的動

機，可以說是對於農村生活的一個嚮往，以及環境的純樸，也或許本身個人特質

就喜歡農村的生活步調。 

2.3.3小結 

青年下鄉在以往的經驗，被許多人記憶為不好的稱呼，有帶著強迫性、非自

願的效果；在臺灣運用到青年下鄉，通常是政府或者是外界對青年到鄉下發展的

稱呼，但多數青年自稱的話，會選擇「社會運動」、「文化運動、行動」來代表

自身在做的事。 

美濃的返鄉青年，可以分為前期與後期，前期是為了捍衛家鄉才返鄉，進而

意識到家鄉正面臨的問題，而後期的返鄉青年，多為厭倦都市生活，或是嚮往鄉

村生活而回鄉；藉由前期返鄉青年的鋪路，使得後期的返鄉青年，在適應環境上

與融入生活方便許多，這也提升許多年輕人決定返鄉動機。 

2.4小結 

透過以上的文獻總結，美濃客家人的文化底蘊深，是值得被維護且發展的地

方，而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同時，發現許多社區文化與傳統在不斷地流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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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政府或者是社區協會，去積極面對的問題。「留美計畫」的推動對於永安老

街就像是一個轉捩點，期望這個充滿歷史文化的地方，不會因為時代的變遷而沒

落，讓許多人透過此計劃認識老街、更認識美濃文化歷史，目的是希望能吸引想

來鄉下生活，且懷有一個創業夢想的青年來到美濃發展，也藉機可以讓青年發揮

創意與文化做結合，重新包裝文化提升在地人美學涵養，進而發展當地特色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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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理論 

3.1 研究方法 

3.1.1 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是運用技巧來對特殊問題能有確切深入的認

識，從中找出問題所在，進而找出解決方法（陳雅文，1995）。在本研究會找出

四家，透過「留美計畫」的補助，而留在美濃的「留美」創業青年做個案對象，

從設計的訪談問題中，確切深入的瞭解認識這四個店家的背景、動機與目的，在

訪談的過程中，找出目前的發展問題，以及結合透過對專家的問卷調查，進而找

出問題解決方法與未來建議。 

陳雅文於 1995 年提出個案研究優缺點分析： 

表 3-1 個案研究優缺點分析 

優點 缺點 

1.研究質的、深度的、精密的一種分析

方法。 

2.資料幅度大，資料層次深，能提出有

效又具體的處理方法。 

1.非科學性研究，且資料分直接資料與

間接資料，若研究者忽視研究設計與

慎用資料的原則，過於相信自己的結

論，難免有諸多偏差。 

2.研究雖有深度，但搜集資料耗費太多

時間。 

3.選樣不易，資料不一定具有代表性。

如以某偶發問題作為概括的結論，則

難免以偏概全。 

（資料來源：陳雅文，1995；本研究整理） 

個案研究與統計研究在過去社會學史上一直有諸多爭議，但目前已經漸漸同

意兩種方法在研究過程中均有合法地位（陳雅文，1995）。如此，個案研究法能

提供統計研究上，所需的變數因素與假設的資料，而統計研究上所分析的資料與

發現，也能經過個案研究法來獲得確認，兩種研究方法皆相輔相成且關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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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紮根理論 

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紮根理論是 一種歸納性的研究方法，透過

觀察的持續性比較來結合演繹過程產生理論」（趙碧華、朱美珍、鍾道詮，

2013：369）。使用此方法的目的在於，能夠從蒐集到的訪談資料中，不斷的比

較與驗證，從中推斷出關鍵重點。 

 
圖 3-1  紮根理論循環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在紮根理論裡的資料屬性，可分為：技術性（例如研究報告與理論）、非技

術性（例如日記、錄音帶、報紙）；技術性資料的功能，是能夠預測其解釋之行

為，並且能應用在社會學理論中，以及其他實際應用的可能，也是行為上的一個

願景，在獨特的行為領域中，引導與提供一種研究風格（Glaser & Strauss, 1967: 

3）。因此，研究者可以依照資料的技術性類別，作為整個論文基底，運用在美

濃永安老街之「留美」創業青年的訪談，與文獻資料收集方面，在整理的過程

中，更能獲取到貼近日常的資訊，進而的發展出新的理論與模式。 

  

資料搜集

檢驗資料

資料整理

分析資料

文獻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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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根理論的資料分析共為三種方式，如下圖： 

 
 

圖 3-2  紮根理論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上述圖表，以循環的方式呈現，表示「它們是環環相扣的，選擇性譯碼的形

成，通常是伴隨著主軸譯碼而來」（胡幼慧，1996：155）。開放性譯碼（Open 

coding）是將會談、訪談的內容，先做逐字稿並加以初步分析以及整理；主軸譯

碼（Axial coding）則是將一開始做的初步分析，去做進一步的分類歸納；選擇性

譯碼（Selective coding）針對以上內容做最後的整合與修正，從中發現理論之關

鍵因素。紮根理論為一種非線性的研究過程，它是需要大量的資料內容，來做分

析與探討，在經過相互的交叉驗證，最後所產出結論做一個堆疊的動作（黃意

婷，2011）。本研究是以參與美濃永安老街「留美計畫」的創業青年為研究對

象，並與他們進行訪談紀錄，從中獲得他們最貼近自身，且具有實用性質的資料

訊息，運用編碼訊息內容，讓譯碼資料能透過堆疊、檢驗中，找出青年願意留在

美濃發展之關鍵因素，以及文化認同之要素，再透過專家的問卷調查，使用

Fs/QCA 來做問卷分析，最終找出「留美」創業青年未來發展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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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Fs/QCA 模糊質性比較分析法 

 Fs/QCA 最早是由質化比較分析法（QCA）研究方法延伸出來的變化性方

法，而 QCA 早期的編碼最常被使用在政治學中，透過資料 0表示未出現，1 為出

現的形式，進行質化資料的編碼，再透過布林邏輯的演算，雖然測量過程十分耗

時，但結果非常專業準確，能夠對於因果關係的解釋，給予最客觀的分析數據。

Ragin（2008a）提出了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uzzy set QCA），是採取 QCA 的基

礎概念，必須透過田野考察、訪談相關理論的不斷對話，來建構出研究議題的因

果關係，並且以布林邏輯之非線性而以邏輯式的判斷模式，針對它原有的框架與

流程再做更進一步的研究。而這兩類方法，是將原因和條件的這兩個變相關係，

處理為同樣程度關係，擴大了定性比較分析之適用的範圍。這樣很大的優點是能

彌補傳統統計學方法中，僅能揭示變量間的相關性，而忽略了其他可能的關係短

處，為本研究「留美」創業青年的未來發展，提供多種發展可能性。因此根據吳

志文（2017）的演講，Fs/QCA 有以下幾點重點： 

1.如果為專家訪談，最能有效達成研究調查的信度與效度，且最低的專家學

者以 10 人以上為最佳。 

2.Y 值（主題）＝X 值（影響變數例如：價格、產品的品質、消費者喜好感

受）。X 的結果會直接影響到 Y值，舉例如：將 Y值（主題）設為：回購

率或者是忠誠度，則＝X值（價格、外觀皆會影響到購買的意願）。 

 
圖 3-3  FS/QCA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Y
effect

果

答案

F(X)
cause
因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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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s/QCA 中，是什麼條件導致後面的結果非常重要，在執行的第一步為校

準組之成員資格。就如 Ragin（2008b）所指，不同於是將所有的差異，視為同等

重要的定量方法，而校準的目的，是要確定有意義的案件分組。模糊質性比較分

析應用指標說明有兩項重要的指標予以判斷，改指標解釋與定義如下表： 

表 3-2  指標解釋與定義 
一致性

（Consistency） 

一致性的意思，是相當於量化分析中的顯著水準。套

討的目的是在於，評估運算的條件與結果，兩者之間

相關度。意思是某項原因(X)或者是多項原因，組合的

發生條件，是否會和某一結果(Y)發生有一致的關係；

一致性的值最大數值為 1，一般而言，只要該數值大於

0.75 以上，該結果即有相對的解釋能力(Ragin, 2008)。 

覆蓋率 

（Coverage） 

覆蓋率則是在一致性運算過後，針對條件之組合評估

對於實證資料的解釋，也是代表事件與結果是否有很

強的解釋力(Ragin，2008）。 

（資料來源：Rag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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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理論 

3.2.1 培力理論（Empowerment Theory） 

培力（Empowerment）也譯為賦權、賦能、充權、授能等擁有不同定義與解

釋。Rappaport（1984）認為是一個過程：人們、組織與社區均能掌握自己的生活

機制。以社區為中心，在持續的過程中，相互尊重以及批判性思考，關懷以及群

體參與，通過這樣的過程，可以讓更多缺乏平等資源的人們，獲得以及控制資源

（Zimmerman, 2000）。培力是透過帶領與引導的方式，使社區人們去互動與反

思，從過程中讓彼此增進他們對自身立場與處境的理解，進而提升解決問題的能

力，並且能掌控自身資源與生活模式，在不浪費資源的狀況下，達到可以幫助自

己與他人，以最大的限度提高他們的生活品質。 

 
 

圖 3-4  培力應用領域 

（資料來源：彭立勛視覺文化設計研究室，2018） 

培力理論，是試圖聯繫個人與社會的新社會理論，希望為自己創造一席之

地；既是取向社區工作的價值，也是理解且影響一個人的生活，組織功能以及社

區生活質量的決策控制，影響的過程與後果，成為培力理論的模型（Perkins & 

Zimmerman, 1995; Rappaport, 1981; Zimmerman & Warschausky, 1998）。從第二章

文獻可以知道，美濃客家人對於自己的文化與歷史，有高度的認同與理解，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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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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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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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透過計畫的引導來到美濃發展後，加入陌生的社區，再發展的過程，「留美」

創業之青年與在地人在互動中，互相了解彼此，在碰撞中漸漸達成相互尊重的模

式，計畫的執行帶領使他們在反思的過程中，追求進步提升生活質量。因此「留

美計畫」的推動，促使年輕人可以有機會來到美濃發揮長才，在地人從一開始的

不理解，直到看見永安街的變化，以及文化的保存與在地特色的發展，促使心理

層面產生變化，也讓青年與在地人能在互相尊重的情況下，達成共好生存的模

式，彼此關懷、幫助，提升文化水準與生活。 

3.2.2 文化認同 

對於「留美計畫」的創業青年來說，有些是從外地來到美濃發展，有些是本

身就是美濃人，在本研究所訪談的四位店家，各自有不同的身份，是什麼樣的契

機與吸引的點，使他們投身於美濃創業呢？而在於文化認同的被認同與認同上，

在這之間，是經歷了什麼樣的磨練與摩擦？就像劉炳輝學者於 2006 年提到：「文

化認同與族群認同，是共存相依且不可分割，在不同的族群裡，通常皆具有各自

的文化特質，而文化的取向，則是影響個人對族群的態度；族群的結果，則相對

的決定文化價值觀」。因此，族群認同又取決於文化認同，透過特定的文化象徵

符號，來顯示與增強族群認同。就「留美計畫」的創業青年而言，他們是文化認

同的過程裡，最新穎的族群，也是能代表另一種新移民的族群，以政府政策作為

輔助，透過他們對美濃這塊大地的熱忱，使他們自願留在美濃發展創業，而創業

過程裡運用美濃文化的象徵符號，舉例來說啖糕堂使用美濃生產的農作物，作為

產品的原料，而大受在地人與外地人的喜愛，這樣不僅能幫助在地小農產物銷

售，也可以有效的打造新的在地特色文化，研究者認為這是新的族群融合下，所

產出的美麗結晶。也因此，湯仁燕於 2002 在〈台灣原住民的文化認同與學校教育

重構〉文章提到：「文化認同是集體建構裡的身份認定，攸關於個人和族群間的

世界觀界定，以及個人價值系統的改變與維持是密切相關，也是個人和社會群體

認知上、情感上與行動上的依據，亦是族群在區別我群與他群的基礎，可視為動

態發展上的社會化過程，隱含了教育的性質與意義」，並歸納以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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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文化認同特質 

（資料來源：湯仁燕，2002；本研究繪製） 

 一個族群的成長與延續，跟文化認同有強烈的關係，追溯到早期客家人渡海

來臺時，歷經各種磨難，對土地的情感已根深蒂固，扎根在土地的傳統文化，遇

到外來的介入，文化認同可以在一定程度內發揮效度，可能是在個人與族群身份

的界定上，發生了改變；也或者是集體族群在實踐的過程中，發生了不同於傳統

的變遷；也能是在接收新的文化中內化為自身族群文化的過程；在一個族群中已

經有基本的區分，如會講客家話的客家人、有血緣關係等辨識；發展的邊化過

程；皆是關於族群的興衰，在文化認同的過程裡，族群會優先以最有幫助最有利

的為優先，這六項特點皆是文化認同所將會遇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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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4.1 個案研究說明 

4.1.1 研究編碼說明 

將訪談的內容經由紮根理論進行整理，第一步是先予以四個本研究選定的

「留美」店家訪談案例做編碼，皆位於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老街上，分別為果然紅

（GR）、濃夫生活（NF）、啖糕堂（DG）、鹿米竹工坊（LM），受訪者則依

組織所受訪時間順序編碼蔡佳蓉（M1）、羅元鴻（M2）、溫靜怡（M3）、蔡妙

青（M4）及葉怡麟（M5），例如：GR-M1-1則為果然紅-蔡佳蓉老師的第 1項譯

碼，其他案例可見下表編列： 

表 4-1 研究編碼說明 

案例編碼 受訪者 身份編碼 訪談日期 

高雄市 / 果然紅（GR） 
蔡佳蓉 

羅元鴻 

M1 

M2 
2019/05/07 

高雄市 / 濃夫生活（NF） 溫靜怡 M3 2019/05/08 

高雄市 / 啖糕堂（DG） 蔡妙青 M4 2019/05/08 

高雄市 / 鹿米竹工坊（LM） 葉怡麟 M5 2019/05/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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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留美」創業青年文創實踐案例 

4.2.1 果然紅農藝生活－農村、藝術、生活的結合文創 

「果然紅」是由一對夫妻，蔡佳蓉－高雄楠梓人與羅元鴻－美濃返鄉青年，

共同創造，與在地藝術青年、市集朋友等人合作，透過藝術美學與客家農村生活

的結合，推廣手工藝術創作品、農事體驗、在地文化導覽、食農教育、藝文展演

等。 

     
圖 4-1  與果然紅夫妻合影，果然紅店面拍攝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表 4-2 果然紅譯碼 

主範疇 副範疇 開放型譯碼 

在地人文 
回鄉 

（GR-M1-13）與在地合作達成共識 

（GR-M1-29）鼓勵年輕人回鄉，鄉下是一個發展空間 

（GR-M1-38）體驗以前不曾有的生活 

（GR-M1-39）願意參與環境各種議題 

（GR-M1-46）幫助家人能賣出貨，開始學會自產自銷 

（GR-M1-48）環島成為重新認識土地的契機 

（GR-M1-74）敬重長輩但關係劃分清楚 

（GR-M1-78）體悟生活美好就會想要更好 

（GR-M1-93）培養在地人對家鄉的使命感 

永安 
老街 

（GR-M1-6）永安老街為常民生活的街道 
（GR-M1-89）永安老街為開庄第一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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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M1-90）無經費修繕傳統民宅 

在地人 

（GR-M1-84）不認識自己家鄉 

（GR-M2-3）現在環境與回憶中沒有太大變化 

（GR-M2-11）有想法卻無落實 

文化 
認同 

（GR-M1-55）老街就是客家精神文化的呈現 
（GR-M1-79）文化就是生活的一種反映 
（GR-M1-80）踏實的生活是對文化的一種展現 

城鄉差距 

都市 
（GR-M2-17）生活模式成了生存模式 

（GR-M2-18）有限的空間，重複的參與 

鄉村 

（GR-M1-16）分工合作讓彼此有更多的發展 
（GR-M1-24）鄉下綠樹多環境好 
（GR-M1-25）沒經濟考量下，可以自在生活 

（GR-M1-26）比都市賺錢壓力小 

（GR-M1-27）心靈自在且學得到的東西多 
（GR-M1-37）平凡的職業也可以多元發展 

（GR-M1-77）不同於都市的生活體驗 

創業背景 

起源 

（GR-M1-1）回鄉後發現有很多資源，但「人」是最重要

的因素 

（GR-M1-28）結束以前終而復始的生活 
（GR-M1-40）過去在給予的過程中自己空了 
（GR-M1-42）回鄉當商人，做農夫與消費者的橋樑 

（GR-M1-43）長者逝世而成為種植者 

（GR-M2-2）長者逝世而成為種植者 

（GR-M1-45）起初沒有找資助的想法 

動機 

（GR-M1-32）幾年的改變，自身有了能量 

（GR-M1-41）過去雖然可以幫助人，但自己卻無法從事

新的事物 
（GR-M1-51）參加留美計畫是想為老街做些事 

（GR-M1-52）朋友的想法與鼓勵 
（GR-M2-6）教育訓練背景關係，想法與一般人不同 

執行 （GR-M1-31）應運而生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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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M1-53）等到確定有承租空間才真正開始經營 

（GR-M1-63）為了發展老街，就算計畫沒過還是會來開

店的堅定信念 
（GR-M1-94）名字起源是由水果做發想 
（GR-M2-12）自身經驗成為開店因素 

（GR-M2-20）學習成長運用在生活上、創業上 

（GR-M2-23）日本的藝文展成為靈感來源 

創業目的 

內部 

（GR-M1-4）成為一個共有、共享、共榮、共好的共享平

台 

（GR-M1-65）需保持信念，長久經營 
（GR-M1-73）做對的事情 

（GR-M2-7）從自身出發與他人連結 

（GR-M2-10）提供平台－提升收入與曝光度 

（GR-M2-21）品牌多面向經營 

（GR-M2-22）農業藝術結合 

（GR-M2-28）營造回家的感覺 

外部 

（GR-M1-2）集結在地人才，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GR-M1-3）以年輕人來支持年輕人，創造做出更多不一

樣的事 

（GR-M1-8）幫助在地人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GR-M1-10）以在地發展為主，支持年輕人為優先 

（GR-M1-12）這裡同時能支持多個人創業 
（GR-M1-69）吸引他人一同參與 

（GR-M1-70）提攜後輩 

營運模式 經營 
特色 

（GR-M1-11）透過計畫發展的店家，有別於一般老街的

店 

（GR-M1-15）有多餘的發展不同事業 
（GR-M1-60）店的發展未來希望能與時俱進 

（GR-M1-66）經營彈性空間大 

（GR-M2-5）經營模式與以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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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M2-24）吸收在地精神與文化成長 

經營 
方式 

（GR-M1-7）透過導覽解說、辦活動讓更多人認識在地文

化 

（GR-M1-9）提供空間並資源整合與課程安排 

（GR-M1-20）發展與宣傳經營模式特色 

（GR-M1-49）貫策自然農法友善耕作的理念 
（GR-M1-62）開店必須要有固定營業時間 

（GR-M1-87）安排豐富旅遊體驗 

（GR-M1-88）打造深度文化認識 

經營 
產品 

（GR-M1-5）販售在地商品與導覽解說 

（GR-M1-22）客家傳統文化的植物染 
（GR-M1-23）美濃農業特色的稻稈編織 

（GR-M2-32）目前最大收入是活動與解說 
（GR-M2-34）手作產品賣的是創意 

（GR-M1-50）以友善耕作的方式種植日曬米 

經營 
回饋 

（GR-M1-85）聽導覽確實可以改變旅遊體驗 

（GR-M1-91）有無解說所帶來的旅遊體驗是不同 

（GR-M1-92）珍惜導覽解說員是專業的工作 

（GR-M2-35）支持返鄉就請不要殺價 

政府 
輔助 

（GR-M1-30）有經費補助能輕鬆一點 

（GR-M1-64）計畫補助經費是給予創業得人很大的支持 

溝通合作 團隊 

（GR-M1-14）學會團隊互相合作非常重要 
（GR-M1-16）分工合作讓彼此有更多的發展 

（GR-M1-35）年紀接近的世代 

（GR-M1-68）合作夥伴像家人的存在 

（GR-M2-4）當自己的店經營 

（GR-M2-15）長久經營是彼此互相支持 

（GR-M2-27）對於美有自己的想法 

（GR-M2-29）學習成長且把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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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M2-30）工藝師發揮各有所長 

（GR-M2-31）互相學習發展課程活動 

對人 
（外

部） 

（GR-M1-71）讓回來的人可以找到想去的路 

（GR-M1-72）不刻意迎合他人 

（GR-M2-26）善用在地人才 

消費者 客群 
（GR-M1-82）外地人的印象只有板條 

（GR-M1-83）遊客多為短暫過客 

困境突破 

天災 （GR-M1-47）風災對於美濃農作物的傷害 

人際 

（GR-M1-33）經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GR-M1-34）學會溝通也是一種自我挑戰 

（GR-M1-61）鼓勵未來年輕人來創業必須先與在地打好

關係 

金錢 
（GR-M1-17）思考支撐店的運作 

（GR-M1-18）目前需要靠其他收入養這間店 

想法 

（GR-M1-36）不斷成長與發現樂趣 

（GR-M1-44）任何選擇都是好選擇 

（GR-M1-56）永安老街的發展跳脫複製的老街文化 

（GR-M2-8）正面思考 

（GR-M2-19）別人不做的，機會越大 

目標 

（GR-M1-21）營收的調整還在摸索中 

（GR-M1-67）希望發展逐漸穩定且有基礎 

（GR-M2-9）創造新的火花、可能性 

（GR-M2-13）遇到阻礙，設立目標，跨越往前 

（GR-M1-14）看到目標，分階段且把握機會 

（GR-M2-33）錯誤中學習改正，知道目標與願景 

未來願景 旅遊 
導覽 

（GR-M1-75）未來期許在地人都能成為導覽解說員 

（GR-M1-76）分享在地生活經驗來認識地方 

（GR-M1-81）讓遊客有質感的旅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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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M1-86）訓練新導覽解說員 

特色 
市集 

（GR-M1-57）未來希望以市集串連美濃景點 

（GR-M1-58）讓遊客在逛老街的同時就已經慢慢認識老

街 

（GR-M1-59）創造屬於在地特色的市集 

思想 
轉變 

（GR-M1-19）看好這邊未來發展 

（GR-M1-54）老街不用過度發展，慢慢成長就會有他的

樣子 

（GR-M2-25）設立目標行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2  果然紅心智圖 

起源
•長輩逝世成為返鄉契機

•結束在都市終而復始的生活

•想做消費者與農夫之間的橋樑

回鄉
•學會自產自銷

•願意參與環境各種議題

•對家鄉產生使命感

•發現很多資源，「人」最為重要

品牌

經營

•回鄉十五年的過程，自身有了能量

•由產品木瓜作為品牌名稱發想

•日本藝文展成為靈感來源

•農業藝術結合

創業

發展

•參加留美計畫是想為老街做些事

•朋友的想法與鼓勵

•將自身經驗成為開店想法

•成為一個發揮在地長才的發展平台

特色

範疇

•販售在地商品與帶遊客導覽解說

•客家傳統文化的植物染

•美濃農業特色的稻稈編織

•靠創新創意製作手作商品

•友善耕作的方式種植日曬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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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以下整理，依照地方、經營、文創實踐、困難、未來願景、文化認同，作為

本研究訪談重點依據： 

（1）地方 

許多在地人汲汲營營地過日子時，已漸漸（GR-M1-84）不認識自己的家

鄉，即便自己生活在其中，甚至很多（GR-M2-11）有想法卻無落實的無奈。果

然紅從回家鄉開始，開始重新認識這片土地，（GR-M1-38）體驗以前不曾有的

生活，產生（GR-M1-93）對家鄉的使命感，提升自我文化的認同感，就如同林

瑞榮（2011）所說，願意留在故鄉貢獻自己的長才，是需要有強烈的使命感。 

（2）經營 

回鄉十五年後，經過（GR-M1-32）幾年的改變，自身有了能量，「留美計

畫」開始運作，產生了（GR-M1-51）想為老街做些事，透過（GR-M2-7）從自身

出發與他人連結，創造（GR-M1-4）一個共有、共享、共榮、共好的共享平台，

目的是將果然紅這個（GR-M2-21）品牌多面向經營且與（GR-M2-22）農業藝術

結合，（GR-M1-10）以在地發展為主，支持年輕人為優先，不僅可以（GR-M1-

12）同時能支持多個人創業，也因為（GR-M1-2）集結在地人才，產生不一樣的

結果。 

（3）文創實踐 

與在地工藝師、友善小農合作，（GR-M1-5）販售在地商品與導覽解說，目

前有結合客家文化元素的（GR-M1-22）植物染，與反映美濃農村文化的（GR-

M1-23）稻稈編織，還有友善耕作的（GR-M1-50）日曬米，（GR-M1-7）透過解

說、辦活動認識在地文化，使人走進美濃，也讓在地人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4）困難 

經歷（GR-M1-47）風災的傷害，學會（GR-M1-33）經營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以及（GR-M1-61）與在地打好關係，並且保持（GR-M2-8）正面思考的態

度，在（GR-M1-36）不斷成長與發現樂趣中，（GR-M1-56）跳脫複製文化創造

新經營模式與不一樣的思維，期望可以（GR-M1-67）穩定且有基礎的情況下，

把新的經營模式傳承給更多回鄉創業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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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來期許 

目前在地體驗運用導覽解說的方式，讓人可以深入認識在地文化，期望能培

育更多的在地導覽解說員，來透過（GR-M1-76）分享在地生活經驗來認識地

方，並以（GR-M1-57）市集串連美濃景點，創造（GR-M1-81）有質感的旅遊體

驗，且（GR-M1-59）屬於在地特色的市集。 

（6）文化認同 

果然紅回鄉十五年，在這幾年當中從種植者，成為自產自銷的經營者，逐漸

產生對於家鄉的使命感，而「留美計畫」在此成為他們新的目標與願景，希望透

過以（GR-M1-3）年輕人來支持年輕人，創造做出更多不一樣的事。永安老街是

有別於一般的老街，為（GR-M1-6）常民生活的街道，而（GR-M1-55）老街就是

客家精神文化的呈現，期望（GR-M1-56）發展跳脫複製的老街文化，因此在經

營的過程中，不斷設立目標跨越往前，未來能培訓更多（GR-M1-75）在地人都

能成為導覽解說員，讓這裡成為（GR-M1-76）分享在地生活經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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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濃夫生活－喜樂屋檸檬手作坊 

濃夫生活－喜樂屋檸檬手作坊，是由一對夫妻從屏東高樹鄉，也是南部客家

六堆之一的客家人，來到美濃創業的，透過「留美計畫」來到美濃創業之青年。

專門種植無毒檸檬的小農，展售高屏地區小農產品，以及供應輕食餐點，店面提

供友善空間，舉辦 DIY 活動與展覽、教學。 

     
圖 4-3 與濃夫生活老闆娘合影，濃夫生活店面拍攝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表 4-3 濃夫生活譯碼 

主範疇 副範疇 開放型譯碼 

在地人文 

計畫執行前 

（NF-M3-19）為第一條街、有歷史、有故事 

（NF-M3-37）適合騎腳踏車觀光 

（NF-M3-39）可以看到當地居民生活型態、方式 

（NF-M3-51）有人情味、寒暄文化 

（NF-M3-83）房價目前中等 

（NF-M3-85）老街發展早 

（NF-M3-86）永安老街老一輩不太缺錢 

（NF-M3-89）活動教室少 

（NF-M3-95）當地人對外地人會有隔閡 

（NF-M3-96）當地人會有排外心理 

計畫執行後 

（NF-M3-21）創立永安老街協會 

（NF-M3-40）觀光帶來的改變 

（NF-M3-60）命名方式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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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M3-67）不會去搶別的店家專業 

（NF-M3-84）讓當地居民覺得有幫助 

（NF-M3-87）在地協會，會借場地 

（NF-M3-88）在地協會協助想要社區發展的人 

（NF-M3-94）啖糕堂屬於新移民族群 

（NF-M3-99）有協會之後會收集各式資源 

創業背景 

起源 

（NF-M3-2）貴人是啖糕堂 

（NF-M3-16）想換工作環境 

（NF-M3-25）過去多在外擺攤 

（NF-M3-121）更多時間陪家人 

（NF-M3-122）開始生產產品後會想要有自己的店 

動機 

（NF-M3-11）都是六堆的客家人 

（NF-M3-12）環境不會太陌生 

（NF-M3-13）皆為荖濃溪之流，農業型態相像 

（NF-M3-14）高樹著重水果生產，美濃注重穀豆類 

（NF-M3-58）對美濃有好感，距離近 

（NF-M3-59）同為客家人，不陌生 

（NF-M3-93）本身會客語，應對無障礙 

（NF-M3-105）本身有很多資源 

（NF-M3-123）有自己的店可以培養顧客忠實度 

執行 

（NF-M3-1）透過計畫來美濃 

（NF-M3-15）從銷售到自己種植最後自己做加工 

（NF-M3-24）第一次參與計畫 

（NF-M3-71）決心要做就好好做 

營運模式 經營特色 

（NF-M3-4）買斷小農商品，幫助販售 

（NF-M3-10）強調檸檬特色，讓消費者不同體驗 

（NF-M3-53）遇到農業問題會熱心解答 

（NF-M3-55）可以買東西、坐下來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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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M3-56）美濃很少有這樣的店 

（NF-M3-57）樂意跟客人聊天 

（NF-M3-65）舉辦教學活動 

（NF-M3-66）閒置空間的活化 

（NF-M3-70）用心的店內裝潢 

（NF-M3-104）瓷器、木工都是手工 

（NF-M3-106）吃的東西健康安全 

（NF-M3-107）本身喜歡才販售 

（NF-M3-108）擁有六感體驗 

（NF-M3-119）以前就讀相關科系 

（NF-M3-120）空間設計舒服 

（NF-M3-124）在美濃販售農夫產品與分享生活 

（NF-M3-126）推廣當地買不到的，提升自身價值 

經營方式 

（NF-M3-5）有小型食品加工室 

（NF-M3-7）產品開發、經營、採購 

（NF-M3-8）老闆娘負責店經營，老闆負責田裡、

文書、行政 

（NF-M3-98）有固定時間擺市集 

（NF-M3-103）自己生產做成產品 

經營產品 

（NF-M3-3）本身是農夫，推廣自己種的無毒檸檬 

（NF-M3-6）製作初級加工食品，不失原味原型果

乾 

（NF-M3-9）開發各式檸檬相關產品 

（NF-M3-22）開發野蓮檸檬飲 

（NF-M3-23）販售在地農友開發商品 

（NF-M3-47）便宜到貴的商品都有 

（NF-M3-48）商品天然，不是隨便買得到 

（NF-M3-50）自己不敢吃不會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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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M3-100）檸檬產品有三種系列 

（NF-M3-101）結合當地製作鳳梨系列產品 

（NF-M3-102）種植外面少見的植物 

（NF-M3-109）販售外面買不到的 

（NF-M3-110）幫助農民販售商品 

（NF-M3-125）販售美濃沒有的農作物 

政府輔助 

（NF-M3-18）老街是客委會的重點項目 

（NF-M3-26）留美計畫補助年份有更改 

（NF-M3-91）客委會積極推廣客語 

（NF-M3-97）客委會善用在地人才 

（NF-M3-118）公部門積極發展 

經營回饋 

（NF-M3-17）付出與獲得的感受不一樣 

（NF-M3-20）在這裡是希望活化老街 

（NF-M3-27）計畫期限過了還是會持續做 

（NF-M3-54）有來有往、是一種好的互惠 

（NF-M3-61）店家彼此有連結，慢慢有起色 

（NF-M3-63）集聚效應，業績提升 

（NF-M3-68）看見未來性，會持續做 

（NF-M3-69）不會補助款領完就走 

（NF-M3-78）有些房子翻修過看不出故事，但只是

加分作用 

（NF-M3-80）慢慢發展需要時間 

（NF-M3-82）遇到好房東，可以自由規劃空間 

（NF-M3-112）從錯誤中學習 

（NF-M3-113）學習中成長 

（NF-M3-114）老街需要公同努力、與時間發展 

（NF-M3-115）各做各的專業 

（NF-M3-117）會幫忙接洽、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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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期許 

（NF-M3-38）沒有很商業化發展 

（NF-M3-41）沒有發展那麼迅速的觀光地區 

（NF-M3-42）以經商角度看，希望人多 

（NF-M3-72）做出特色，客人可以主動聯想 

（NF-M3-74）希望是漫遊的方式來 

（NF-M3-75）慢慢發展，不要太商業化 

（NF-M3-76）街區活化被看見，當地居民願意釋出

房子 

（NF-M3-77）未來的店家商業感不要太重 

（NF-M3-79）與當地連結或是幫助文化推廣的店來 

（NF-M3-116）鼓勵來老街發展 

（NF-M3-131）希望可以成為當地特色 

消費者 客群 

（NF-M3-49）消費者信任店家就不會有疑慮 

（NF-M3-92）客語讀物吸引客人學習 

（NF-M3-129）觀光客因好奇進來 

（NF-M3-130）當地人會來購買送禮商品 

困境 問題 

（NF-M3-28）觀光人潮比較侷限 

（NF-M3-29）淡季時間長 

（NF-M3-30）多數人來只吃粄條 

（NF-M3-31）滯留時間不長 

（NF-M3-32）景點位子分散 

（NF-M3-33）不好停車 

（NF-M3-34）景點與店家無法完整串連 

（NF-M3-35）郊外才有大停車場 

（NF-M3-36）沒有接駁，只能選擇徒步或租腳踏車 

（NF-M3-43）人潮無管制，造成當地人混亂 

（NF-M3-44）影響公共環境衛生 

（NF-M3-45）大量觀光客可能影響國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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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M3-46）以不同角度想的矛盾心理 

（NF-M3-52）遊客來來去去 

（NF-M3-62）剛開始很分散 

（NF-M3-64）淡季如何吸引人潮 

（NF-M3-90）口耳相傳居多，較無經營社群網站 

（NF-M3-127）有些客人還是只想買當地產品 

突破 

（NF-M3-73）有自己的訂單維持經濟 

（NF-M3-81）承租房子困難 

（NF-M3-111）農民沒有銷售壓力，自負盈虧 

（NF-M3-128）推光小農產品，不因受地區限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4  濃夫生活心智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起源
•厭倦過去的工作

•想要更多時間陪伴家人

•回屏東返鄉成為種植者

•開始自產自銷，期許能開店營業

來美濃
契機

•貴人為一樣是留美計畫創業的
「啖糕堂」

•喜歡美濃環境，離家近

•想推廣美濃沒有的農作物

•同為客家人，不陌生

品牌

經營

•幫助販售小農商品

•發展檸檬特色

•熱心解答農業問題

•有小型食品加工室

創業

發展

•發展可以喝飲品休息的空間

•舉辦各式教學活動

•打造健康安全的食品

•擁有六感體驗

特色

範疇

•販售農夫產品與分享生活

•推廣當地買不到的商品

•自己生產自己加工

•開發在地特色創意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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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整理，依照地方、經營、文創實踐、困難、未來期許、文化認同，作為

本研究訪談重點依據： 

（1）地方 

在美濃（NF-M3-39）可以看到當地居民生活型態、方式，且是個（NF-M3-

51）有人情味、寒暄文化的地方，而永安老街（NF-M3-19）為第一條街、有歷

史、有故事，雖然（NF-M3-85）老街發展早，但是繁榮的老街已不復以往，自從

「留美計畫」開始執行後，當地店家與新創店家（NF-M3-21）創立永安老街協

會，而這樣（NF-M3-40）觀光帶來的改變，促使（NF-M3-88）在地協會協助想

要社區發展的人，也（NF-M3-84）讓當地居民覺得有幫助。目前透過「留美計

畫」留在美濃發展的青年，有很多族群像濃夫生活，是屬於屏東高樹客家人，

（NF-M3-94）啖糕堂屬於新移民族群，也有是旗山來的鹿米竹工坊，也有本身是

美濃人的果然紅，在此本研究對這群創業青年稱為「留美青年」，也得到他們對

於（NF-M3-60）命名方式的認同。 

（2）經營 

濃夫生活一開始是因為（NF-M3-16）想換工作環境且有（NF-M3-121）更多

時間陪家人，而回屏東家鄉種植檸檬，透過（NF-M3-2）貴人是啖糕堂的介紹來

到美濃創業，因此，（NF-M3-124）在美濃販售農夫產品與分享生活，這裡

（NF-M3-10）強調檸檬特色，讓消費者不同體驗的享受，並且（NF-M3-4）買斷

小農商品，幫助販售讓小農不因為農產品滯銷而賠本，主要（NF-M3-126）推廣

當地買不到的，提升自身價值。 

（3）文創實踐 

（NF-M3-3）本身是農夫，推廣自己種的無毒檸檬，（NF-M3-100）檸檬產

品有三種系列，分為泡茶、清潔系列和姜，並且（NF-M3-6）製作初級加工食

品，不失原味原型果乾，以及與在地結合（NF-M3-22）開發野蓮檸檬飲，和

（NF-M3-23）販售在地農友開發商品。 

（4）困難 

美濃因為（NF-M3-29）淡季時間長，（NF-M3-28）觀光人潮比較侷限，且

（NF-M3-30）多數人來只吃粄條，（NF-M3-31）滯留時間不長，當地觀光（NF-

M3-32）景點位子分散並且（NF-M3-34）景點與店家無法完整串連，（NF-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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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不好停車也（NF-M3-36）沒有接駁，只能選擇徒步或租腳踏車，而（NF-

M3-45）大量觀光客可能影響國小安全以及（NF-M3-44）影響公共環境衛生。 

（5）未來期許 

期望老街（NF-M3-41）沒有發展那麼迅速的觀光地區，保持一定的速度穩定

（NF-M3-75）慢慢發展，不要太商業化的經營模式，鼓勵年輕人來老街發展創

業，讓（NF-M3-76）街區活化被看見，當地居民願意釋出房子，解決承租房子不

再是第一難關，也希望更多（NF-M3-79）與當地連結或是幫助文化推廣的店來，

讓這邊可以成為當地特色。 

（6）文化認同 

濃夫生活是屏東返鄉客家人，透過貴人啖糕堂的介紹，來到美濃參加「留美

計畫」，因為長期的自產自銷，擁有了想要自己創業開店經營的想法，這樣便能

培養客戶群，也能經營出自己的品牌，而這同樣（NF-M3-59）都是六堆客家人，

美濃在地人，對他們就不會有格格不入的排外心理；來到美濃後體驗到（NF-M3-

51）有人情味、寒暄文化，也培養出一些在地客戶，很（NF-M3-57）樂意跟客人

聊天，提空教室空間（NF-M3-65）舉辦教學活動，（NF-M3-124）在美濃販售農

夫產品與分享生活，積極推廣客語教學，目的是（NF-M3-20）在這裡活化老街，

（NF-M3-131）成為當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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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美濃啖糕堂 Meinong Tankaotang 

啖糕堂為「留美計畫」中的第一間店，是由一對糕點廚師夫妻所創設的，在

第一次來美濃遊玩時，就深深被這裡的人文風情所吸引，因此從高雄搬至美濃定

居開業，運用美濃當地農產品，製作出精美糕點、麵包，期望將啖糕堂打造成來

這裡可以享用特色糕點的舒適地方，以及讓老醫院成為永安老街特色建築之一，

提供二樓活動展出且預計未來出租給後續想來的「留美」創業之青年。 

     
圖 4-5  與啖糕堂老闆娘合影，啖糕堂店面拍攝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表 4-4 啖糕堂譯碼 

主範疇 副範疇 開放型譯碼 

在地人文 

計畫執行前 

（DG-M4-14）與想像的生活不一樣 

（DG-M4-18）看似簡單的地方，文化內涵很深 

（DG-M4-39）左右鄰居都很好 

（DG-M4-82）老照片看見老街過去的繁華與人潮 

（DG-M4-83）過去的老店已沒早期繁榮 

（DG-M4-88）這裡很多人跟人的串連 

（DG-M4-90）老街上的居民都生活很久 

（DG-M4-96）在市區是各忙各的事 

計畫執行後 

（DG-M4-43）與其他老街定義不同 

（DG-M4-61）一直鼓勵有興趣共同經營老街 

（DG-M4-70）計畫執行但老街房子釋出不多 

（DG-M4-77）老街沒過多的經營，反而很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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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M4-78）老街經營重要的是個人感受與人文風

情 

（DG-M4-79）許多老街已失去了原本的焦點 

（DG-M4-80）沒過多修飾，反而看得見重點 

（DG-M4-81）來這裡希望重點是環境與感受 

（DG-M4-91）房子關係間接串聯人與人之間 

創業背景 

起源 

（DG-M4-1）單純喜歡美濃環境 

（DG-M4-7）第一次約會來美濃後就喜歡這裡 

（DG-M4-8）比當初想的更早搬過來 

（DG-M4-9）覺得美濃很美 

（DG-M4-10）被菸葉田吸引 

（DG-M4-11）有事沒事就會來美濃 

（DG-M4-12）連下雨的景色都有微妙情感 

（DG-M4-50）打算在下庄自己家開店就好 

動機 

（DG-M4-2）開業後被邀請參加計畫 

（DG-M4-20）相信神有最好安排 

（DG-M4-51）主委的邀約 

（DG-M4-53）主委希望可以由他們先帶動老街 

（DG-M4-55）一開始在下庄開店生意很好 

（DG-M4-56）如果找到店面就來老街 

（DG-M4-57）里長攔下認識的人，順利租到店面 

（DG-M4-59）上帝怎麼開路，就怎麼走 

（DG-M4-97）生意比預期好 

執行 

（DG-M4-34）農會幫助配對小農 

（DG-M4-41）為計畫開始的第一間店 

（DG-M4-46）買到代表建築的機緣 

（DG-M4-47）因為留美計劃改變了人生 

（DG-M4-58）先租兩年半後因機緣買了老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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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模式 

經營特色 

（DG-M4-13）工作固定分工 

（DG-M4-21）生活態度簡單，用好吃的食物對待客

人 

（DG-M4-62）打造一個來美濃可以吃糕點的地方 

（DG-M4-63）創造來這裡不只吃粄條的既定印象 

（DG-M4-74）讓客人覺得推成出新而不是一成不變 

經營產品 

（DG-M4-5）美濃物產豐富高級 

（DG-M4-6）以原食材為主來呈現 

（DG-M4-36）對食材的講究與嚴謹 

（DG-M4-65）配合大眾不同口味，產品多樣化 

（DG-M4-73）許多與在地農作物結合的產品 

經營活動 

（DG-M4-84）從小孩的畫作看到老街的樣貌 

（DG-M4-85）透過畫作展出，串連老街情感 

（DG-M4-86）小朋友的畫作蘊含許多故事在裡面 

（DG-M4-87）小朋友畫出了生活寫照 

經營問題 

（DG-M4-35）不是本地人，認識的人不多 

（DG-M4-40）想讓老醫院為老街代表建築 

（DG-M4-45）當時沒有一個代表建築 

（DG-M4-52）起初對老街無情感也不知道是老街 

（DG-M4-54）對於老街的考量與不安 

（DG-M4-64）人潮不固定，難拿捏成品數量 

經營回饋 

（DG-M4-3）來這裡每個人都是貴人 

（DG-M4-4）感受到生活、環境、習性等不同 

（DG-M4-15）過生活講求簡單 

（DG-M4-16）人文方面收穫大 

（DG-M4-17）認識與市區朋友完全不同的朋友 

（DG-M4-23）產品客人喜歡會有成就感 

（DG-M4-32）誠心交給客人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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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M4-48）拓展對地方的思維、想法 

（DG-M4-49）投入參與地方建設 

（DG-M4-60）經營邁入第三年 

（DG-M4-75）許多人開始關注此計畫與議題 

（DG-M4-89）所感受的運用在創意與風格 

（DG-M4-92）習慣語言不通但還是可以交流且有趣 

（DG-M4-94）會發生更親近生活的故事 

消費者 客群 

（DG-M4-37）聽消息遠道而來的客人 

（DG-M4-38）許多客人都很真誠 

（DG-M4-42）觀光客對老街的不理解 

（DG-M4-44）多數喜歡來吃吃喝喝的 

（DG-M4-76）近年來的客人改變 

（DG-M4-93）老人居多因此會滿足的需求 

（DG-M4-95）不是只有客戶關係 

困境 突破 

（DG-M4-19）難免遇到挫折，自己過得去就過了 

（DG-M4-22）研發新產品是一種生活挑戰 

（DG-M4-23）沈澱自己來研發新產品 

（DG-M4-24）有聲音絕不是種族問題 

（DG-M4-25）每個族群都會有，要聽永遠聽不完 

（DG-M4-26）不用過度在意，繼續往前走 

（DG-M4-27）眼界決定高度 

（DG-M4-28）事情沒必要搞複雜 

（DG-M4-29）遇過嗆聲，勇敢面對 

（DG-M4-30）眼紅的人不少 

（DG-M4-31）討厭自己的人，不管在哪裡都會有 

（DG-M4-33）新物產的研發困境 

未來 建議 
（DG-M4-66）做好準備不要為了開店而開店 

（DG-M4-67）需承受營業額不固定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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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M4-68）備料數量、流程須先做好 

期許 

（DG-M4-69）釋出二樓給年輕人發展 

（DG-M4-71）參考甘樂文創做法 

（DG-M4-72）提供給有心卻沒足夠經費的年輕人 

（DG-M4-98）店未來會給小孩承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6  啖糕堂心智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以下整理，依照地方、經營、文創實踐、困難、未來期許、文化認同，作為

本研究訪談重點依據： 

起源
•單純喜歡美濃的環境

•有空就會來美濃遊玩

•在下庄買房開業

創業
•開業後被邀請參加計畫

•主委希望他們能帶動老街

•生意比預期的要好

品牌

經營

•店裡經營環境與感受

•配合大眾口味產品多樣化

•提供空間舉辦各式展出

創業

發展

•投入參與地方建設

•發生親近生活的故事

•釋出二樓給年輕人發展

•提供有心沒足夠經費的年輕人

特色

範疇

•打造來美濃可以吃糕點的地方

•與在地農作物結合的產品

•在地的感受運用在創意與風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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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 

從市區來到美濃生活，雖然（DG-M4-14）與想像的生活不一樣也（DG-M4-

8）比當初想的更早搬過來，但是從第一次來到美濃就深深認為這裡是（DG-M4-

18）看似簡單的地方，文化內涵很深。原本（DG-M4-50）打算在下庄自己家開

店就好，卻意外的大受歡迎（DG-M4-97）生意比預期好，此時「留美計畫」開

始進行，受到客家委員會（DG-M4-51）主委的邀約，（DG-M4-53）主委希望可

以由他們先帶動老街，因此他們成為最早的「留美」創業青年，運用當地的農產

品食材，融入製作成當地特色糕點、麵包。 

（2）經營 

（DG-M4-52）起初對老街無情感也不知道是老街，來到這裡（DG-M4-4）

感受到生活、環境、習性等不同，與市區各做各的工作差很多，（DG-M4-94）

會發生更親近生活的故事，對於（DG-M4-15）過生活講求簡單，沒必要搞得複

雜，（DG-M4-49）投入參與地方建設後目前（DG-M4-60）經營邁入第三年，用

（DG-M4-32）誠心交給客人衡量，只要（DG-M4-23）產品客人喜歡會有成就感

的滿足，近年來的經營，從（DG-M4-42）觀光客對老街的不理解獲得了些許的

改變，有（DG-M4-37）聽消息遠道而來的客人，也有為了給他們加油打氣而來

的，因此（DG-M4-77）老街沒過多的經營，反而很舒適（DG-M4-78）重要的是

個人感受與人文風情。 

（3）文創實踐 

將原先永安老街的老醫院建築，作為代表建築物，（DG-M4-62）打造一個

來美濃可以吃糕點的地方，運用在地小農農作物研發新產品，創造（DG-M4-

73）許多與在地農作物結合的產品，並且（DG-M4-65）配合大眾不同口味，產

品多樣化，開放二樓給各式畫作展覽，也因為（DG-M4-85）透過畫作展出，串

連老街情感人與人之間的故事樣貌與生活寫照，（DG-M4-89）所感受的運用在

創意與風格。 

（4）困難 

（DG-M4-79）許多老街已失去了原本的焦點，旅客到老街（DG-M4-44）多

數喜歡來吃吃喝喝的，不過永安老街（DG-M4-80）沒過多修飾，反而看得見重

點，也因如此（DG-M4-75）許多人開始關注此計畫與議題，雖然對自己（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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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30）眼紅的人不少，但是（DG-M4-25）每個族群都會有，要聽永遠聽不完，

（DG-M4-26）不用過度在意，繼續往前走，雖然到現在（DG-M4-64）人潮不固

定，難拿捏成品數量，但是只要穩穩的發展，就算（DG-M4-19）難免遇到挫

折，自己過得去就過了。 

（5）未來期許 

會（DG-M4-71）參考甘樂文創做法，（DG-M4-69）釋出二樓給年輕人發

展，（DG-M4-72）提供給有心卻沒足夠經費的年輕人，希望可以一直持續經營

然後（DG-M4-98）店未來會給小孩承接，對於未來準備要來的「留美」創業之

青年建議是（DG-M4-66）做好準備不要為了開店而開店，有好的想法以及充足

的準備，來這裡（DG-M4-67）需承受營業額不固定的壓力，因為人潮到現在還

是有淡旺季的考量（DG-M4-68）備料數量、流程須先做好，才不會衝動行事草

草收場，是期望可以讓這條街穩定發展。 

（6）文化認同 

起初來到美濃居住開業，是因為（DG-M4-5）美濃物產豐富高級，希望能把

美濃的資源發揮出來，而開店後去大受在地人的喜愛，也有許多遠道而來的客

人，因此「留美計畫」在推動的時候，客委會當時的主委，希望能由啖糕堂在永

安老街開店營業，帶動新一代創業氣勢，對於一直喜愛美濃的啖糕堂，成（DG-

M4-41）為計畫開始的第一間店。雖然（DG-M4-35）不是本地人，認識的人不

多，但是（DG-M4-3）來這裡每個人都是貴人，對於（DG-M4-16）人文方面收

穫大，也（DG-M4-92）習慣語言不通但還是可以交流且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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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鹿米竹工坊 

鹿米工坊是由來自旗山葉怡麟所創立，一直對竹編情有獨鍾的她，因為接觸

「留美計畫」來到美濃創業，與笙竹工坊、竹田竹編工作室合作，主要多以教學

為主，整個團隊雖各自獨立運作，卻也是合作夥伴關係，串連各領域竹編工匠一

起開設課程，透過課程也集合了各式原因而留在美濃打拼的青年。 

     
圖 4-7  與鹿米竹老闆娘合影，鹿米竹店面拍攝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表 4-5 鹿米竹工坊譯碼 

主範疇 副範疇 開放型譯碼 

在地人文 

計畫執行前 

（LM-M5-20）計畫前要先找房子，一度遇到困難 

（LM-M5-21）老街人口高齡，看起來都沒人在家 

（LM-M5-23）多數美濃人有排外心理 

（LM-M5-24）左鄰右舍的好奇、探聽 

計畫執行後 

（LM-M5-26）老街居民開始考慮想出租房子 

（LM-M5-27）店家變多改變當地居民房子釋出意願 

（LM-M5-39）永安老街已有許多特色商店 

（LM-M5-46）老街後面房租較便宜 

（LM-M5-68）認為大家太執著與塑造老街樣子 

（LM-M5-69）又想要與一般老街不一樣 

創業背景 起源 

（LM-M5-3）大學發現竹編興趣 

（LM-M5-42）為了做竹編離職原工作 

（LM-M5-43）不想待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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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M5-45）上班沒辦法做自己喜歡的事 

（LM-M5-50）過平凡的生活 

動機 

（LM-M5-1）決定竹編為工作 

（LM-M5-5）一直會用額外時間學習竹編 

（LM-M5-6）透過前輩帶領開課教學 

（LM-M5-7）前輩為她的貴人介紹來留美計畫 

（LM-M5-44）結婚後才回鄉下 

（LM-M5-49）結婚後比較自由 

（LM-M5-79）一直習慣待在鄉下，反而排斥去都市 

執行 

（LM-M5-22）一間間找發現有親戚關係才順利租到

房 

（LM-M5-34）留美計畫使她留在美濃 

（LM-M5-38）能經營多久就多久 

（LM-M5-48）以本名後面的麟拆解取名 

（LM-M5-54）以不傷害環境為優先考量 

營運模式 

經營特色 

（LM-M5-19）營業已有一年半 

（LM-M5-28）工作性質希望不太被打擾 

（LM-M5-37）會一直做竹編，地點不確定 

（LM-M5-60）目前沒打算改成商店 

（LM-M5-66）起初積極辦活動現在多固定課程 

（LM-M5-67）當初規劃開設各種傳統工藝課程 

（LM-M5-81）與學員都有共識感情好 

經營方式 

（LM-M5-8）工藝多以教學為主 

（LM-M5-14）傾向教學為主 

（LM-M5-16）有跟各個工作室合作，多以自己為主 

（LM-M5-17）以課程時間為主 

（LM-M5-18）大部分時間是幫學生備料、準備教材 

（LM-M5-29）以教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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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M5-30）主要接常態性學生 

（LM-M5-31）教學花費時間較長 

經營產品 
（LM-M5-51）竹子是友善環境材質 

（LM-M5-55）會跟南投竹材加工區買竹材 

產品特徵 

（LM-M5-52）竹子長得比木頭快 

（LM-M5-53）竹子太老會脆化 

（LM-M5-56）竹子先需加工才會比較耐放 

經營問題 

（LM-M5-12）覺得工作室販售商品困難 

（LM-M5-25）開業地點在老街後段，常被詢問原因 

（LM-M5-33）不太會與新客人互動 

（LM-M5-36）想搬走是因房東問題未解決 

（LM-M5-57）原以為開業可以帶小孩結果沒辦法 

（LM-M5-58）難跟客人解釋竹編商品價位 

（LM-M5-59）許多人建議把工作室改得像商店一樣 

（LM-M5-61）逃避販售商品問題 

（LM-M5-62）商品價格太高客人不買單 

（LM-M5-63）難改客人價值觀 

（LM-M5-64）現在人多以便利性為主 

（LM-M5-65）忽略傳統工藝所花的時間與價值 

（LM-M5-80）為粉絲團打廣告卻受眾侷限 

（LM-M5-82）傳統工藝稀有但沒人買單 

經營回饋 

（LM-M5-2）一開始是以方便為主，後來發現很忙 

（LM-M5-4）以為竹編沒未來 

（LM-M5-10）竹編師多為教學或是編好玩的 

（LM-M5-13）竹編已脫離現代人生活 

（LM-M5-15）學過才知道珍惜與製作辛苦 

（LM-M5-35）因為小孩關係繼續留在美濃 

（LM-M5-40）很少人做竹編，也不太會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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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M5-41）常態性開課，撐比較久 

（LM-M5-47）不開業的話會把商品留給別店寄賣· 

（LM-M5-74）帶小孩關係沒多餘時間寫計畫 

（LM-M5-75）來美濃開課遇到許多青年 

（LM-M5-77）多以實用作品受大家喜愛 

政府輔助 
（LM-M5-71）留美計畫從一年改成四年五十萬 

（LM-M5-73）有想過申請其他計畫輔助 

未來期許 
（LM-M5-70）祝福想來的人找到房子 

（LM-M5-72）找到願意簽四年合約的房東 

消費者 客群 

（LM-M5-9）知名藝術家的作品才有人會收 

（LM-M5-11）抱有被殺價心裡 

（LM-M5-32）長期、在地學生居多 

（LM-M5-76）自由業青年居多 

（LM-M5-78）學員多為因不同原因而留在美濃的青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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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鹿米竹工坊心智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以下整理，依照地方、經營、文創實踐、困難、未來期許、文化認同，作為

本研究訪談重點依據： 

（1）地方 

在市區工作時，（LM-M5-5）一直會用額外時間學習竹編，（LM-M5-6）透

過前輩帶領開課教學，（LM-M5-1）決定竹編為工作，因此（LM-M5-7）前輩為

她的貴人介紹來留美計畫，但是（LM-M5-20）計畫前要先找房子，一度遇到困

難，後來（LM-M5-22）一間間找發現有親戚關係才順利租到房，理解到（LM-

M5-23）多數美濃人有排外心理，並且永安（LM-M5-21）老街人口高齡，看起來

都沒人在家，對於「留美計畫」有興趣的青年，一開始確實不容易。不過計劃執

起源
•大學發現竹編興趣

•為了做竹編離職原工作

•上班沒辦法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創業
•決定做竹編工作

•透過前輩帶領開課教學

•前輩介紹他來留美計畫

品牌

經營

•多為固定課程

•與各個工作室合作

•工藝以教學為主

創業

發展

•大部分時間是幫學生備料

•目前無販售商品

•商品價格太高客人不買單

•在地常態性學生

特色

範疇

•珍惜傳統工藝所花的時間與價值

•提倡竹子是友善環境材質

•實用作品深受大家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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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現在（LM-M5-39）永安老街已有許多特色商店，也因為（LM-M5-27）店家

變多改變當地居民房子釋出意願。 

（2）經營 

（LM-M5-19）營業已有一年半，主要（LM-M5-28）工作性質希望不太被打

擾，（LM-M5-35）因為小孩關係繼續留在美濃抱持著（LM-M5-38）能經營多久

就多久的心態，（LM-M5-67）當初規劃開設各種傳統工藝課程也（LM-M5-66）

積極辦活動現在多固定課程，因為（LM-M5-31）教學花費時間較長，所以（LM-

M5-18）大部分時間是幫學生備料、準備教材，且（LM-M5-30）主要接常態性學

生（LM-M5-16）有跟各個工作室合作，多以自己為主來經營工作室的竹編課

程，經營到現在客群多以（LM-M5-32）長期、在地學生居多，（LM-M5-81）與

學員都有共識感情好也是讓自己像繼續留在美濃的原因。 

（3）文創實踐 

竹編產品主要材料為竹子，因為（LM-M5-51）竹子是友善環境材質，且

（LM-M5-52）長得比木頭快到一定的時間必須砍下來不然（LM-M5-53）太老會

脆化，雖然美濃也有竹林，但已經沒有竹材處理工廠，因此（LM-M5-55）會跟

南投竹材加工區買竹材，透過蒸煮的加工方式使得（LM-M5-56）會比較耐放，

雖然材料製作手續多，製作成成品也耗時，但是不會對地球造成任何污染，也是

值得人們學習與珍惜的傳統工藝。 

（4）困難 

（LM-M5-57）原以為開業可以帶小孩結果沒辦法，工作室太多工具與材料

對於小孩太危險，（LM-M5-59）許多人建議把工作室改得像商店一樣，因為工

作室學生主要是常態性的在地青年，多數觀光客來沒辦法快速學會一個作品，教

學時間較長因此會詢問商品價格，但（LM-M5-62）商品價格太高客人不買單所

以就（LM-M5-33）不太會與新客人互動，目前還是（LM-M5-63）難改客人價值

觀常常會（LM-M5-65）忽略傳統工藝所花的時間與價值。 

（5）未來期許 

因為「留美計畫」的改變，（LM-M5-71）從一年改成四年五十萬，雖然永

安老街已經沒有當初計畫前這麼難找房子，也有許多居民願意釋出房子給年輕

人，但是要（LM-M5-72）找到願意簽四年合約的房東還是一大挑戰，並且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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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LM-M5-68）認為大家太執著與塑造老街樣子卻（LM-M5-69）又想要與一般

老街不一樣，她希望可以提供更容易或是有效的方式幫助年輕人，（LM-M5-

70）祝福想來的人找到房子。 

（6）文化認同 

雖自己是旗山人，但結婚關係來到美濃，一直喜愛竹編這個傳統工藝，也希

望傳統工藝可以一直被傳承下去，接觸到「留美計畫」透過計畫補助在永安老街

開店營業，以教學為主因為（LM-M5-64）現在人多以便利性為主，而（LM-M5-

65）忽略傳統工藝所花的時間與價值，因此傳統工藝雖然（LM-M5-82）稀有但

卻沒人願意買單。（LM-M5-75）來美濃開課遇到許多青年，也因此大家成為了

好朋友，（LM-M5-81）與學員都有共識感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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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小結 

總結以上四位店家的專家訪談中，整理出的共通特點有： 

（1）地方：美濃客家文化的魅力，永安老街的文化維護 

雖然因為各種原因來到美濃，卻有著同樣的目的，「留美計畫」讓大家聚在

一起，而這些店家皆有提到，對於美濃文化保存的重要性，以及來到鄉村後，喜

歡客家人純樸的生活與精神，而他們自從執行計畫後，永安老街的文化特色，一

直是他們想要維護的主旨；自願回到鄉下，自願來到鄉下，從事社區營造與規

劃，帶動地方活化與年輕人創業。 

（2）經營：「留美計畫」的創業穩定性 

目前經營模式，總體來說知名度不夠，還是要靠前來美濃的觀光客來藉機宣

傳，常常伴隨著美濃淡旺季發展，因此對於交通的不便利，與未有一個完善的遊

程規劃，是現今經營的目標，如今營業狀況已經逐漸穩定，持續的在摸索開發

中，如導覽介紹、活動 DIY、各式藝文展覽等，已經有一個具體的規模在執行。 

（3）文創實踐：與在地文化元素結合的產品 

發展與在地文化元素結合的產品，如果然紅是與在地工藝師合作，創造在地

工藝師可以發展的空間平台；濃夫生活是運用自己種植的產品，與在地農作物結

合開發清涼飲品、果乾等；啖糕堂則是透過農會，接洽與在地小農進農產作物，

結合研發出只有美濃才有的特色糕點；鹿米竹工坊運用傳統工藝技術，教學竹編

技藝，推廣環保觀念與傳統技藝的珍貴。 

（4）困難：計畫執行與現況的差異，可行性的執行 

因為四位店家有些是外地人，對於來到美濃多少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才會接

納，起初承租房子店面的困難，可說是四個店家皆有的痛點，因為美濃人保守的

觀念，導致一開始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找到合適的地點，但隨著計畫的運行，這四

個店家突破難關穩定發展，也拉高了在地人釋出房子的意願。但目前店家數量還

算少，所以難以吸引遊客駐留，且規劃中的遊程還沒完整，讓店家與景點還沒完

整的做好串連，這些都是要面對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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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來期許：釋放空間與穩定經營，為地方創造商機 

店家願意釋放更多機會，吸引更多做好準備的年輕人來，發揮更多創意與想

法，並且培育年輕的在地導覽解說員，透過自身的生活體驗來與遊客分享美濃。

讓永安老街照目前的速度發展，不用過多的渲染，創造保有原始的老街模式。 

（6）文化認同：人與人之間的串連成為最大的關鍵 

對於本研究的四間店家，對於文化認同都有共通的因素，那就是「人」，因

時間的培養，與在地人建立感情，獲得在地認同進而提升自我歸屬感，而也成功

對於美濃產生地方情感，而四間店的文化認同，也有不同的看法與作為，果然紅

希望透過店的經營，農業與藝術結合，帶動更多的地方年輕人，濃夫生活希望透

過店的經營，與在地分享在地生活與穩定經營，啖糕堂希望與農業結合創造更大

的效益，提供更多空間讓年輕人發展，最後鹿米竹工坊，希望透過教育傳承傳統

工藝，培養現代人傳統工藝的重要性與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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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專家 Fs/QCA 問卷對永安老街再造 

4.3.1 前測 

本研究前測問卷是針對各領域專家對於永安老街再造之計畫做初步的認識與

理解，人數挑選 15位（5位設計專家，5位社區營造專家，5位業界行銷專家），

填寫問卷並進行 Fs/QCA滿意度分析。並且根據 4-2「留美」創業之青年文創實踐

案中四個店家的專家訪談結果分析，以及與文獻探究中的關鍵議題，彙整出

Fs/QCA問卷的主要問題和項目，分別有 11項為美濃文化的保存（Meinung）、客

家文化的認同（Hakka）、永安老街文化的必要（Street）、留美創業的認同

（Stay）、命名方式（Name）、文化元素與文創結合（Combine）、現況發展

（Now）、計畫可行性（Plan）、文創設計（Design）、未來性（Future）、期望

（Expectation）作為 X 值的初步映像。Y 值則為 1 項是否願意推薦來永安老街觀

光（Recommend）。 

（1）敘述性統計分析 

表 X 中，平均數最高者為美濃文化的保存（Meinung），平均數是 4.866667

（相當於百分計的 97.3 分），幾乎是接近 5（相當於 100 分的概念），表示填答

者對於美濃文化的保存的必要性，是抱持肯定且給予認同的態度。平均數最低者

為命名方式（Name），平均數為 3.733333（相當於 74.6 分），仍高於基本值 3

（即 60 分及格的意涵），表示部分填答者對於命名方式的認同度差異較大，主要

因為個人的想法而產生落差，但結果仍是達到滿意的程度。標準差（Std）顯示意

見分歧的程度，數值越大、代表分歧度越高。本表的標準差介於 0.3399346～

1.123487之間，表示填答者對滿意度的看法，認同差異是較大的。如表 4-6 

  



 

 84 

表 4-6 前測－敘述性統計分析 

Variable Mean Std. Dev. Minimum Maximum N 
Cases 

Missing 

Meinung 
美濃文化的保存 

4.866667 0.3399346 4 5 15 0 

Hakka 
客家文化的認同 

4.066667 0.6798693 3 5 15 0 

Street 
永安老街文化的必

要 

4.666667 0.4714045 4 5 15 0 

Stay 
留美創業的認同 

4.333333 0.6992059 3 5 15 0 

Name 
命名方式 

3.733333 1.123487 2 5 15 0 

Combine 
文化元素與文創結

合 

4.266667 0.8537499 2 5 15 0 

Now 
現況發展 

4 0.8164966 2 5 15 0 

Plan 
計畫可行性 

4.2 0.8326664 2 5 15 0 

Design 
文創設計 

3.8 1.10755 1 5 15 0 

Future 
未來性 

3.866667 0.8055364 3 5 15 0 

Expectation 
期望 

4 0.8944272 3 5 15 0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2）必要條件分析 

模糊質性比較分析法、需要對條件變量組合中的 Consistency(一致性)進行考

察，一致性相當於量化研究分析的顯著性，其取值區間在 0～1之間、最低取值是

0.75；而一致性越接近 1，說明該條件變量組合、越可能是結果變量的某種解釋條

件的必要條件或充分條件(Ragin, 2008; 劉豐，2015；楊素秋，2018)。依據本研究

分析結果，參照表 4-7，將是否推薦（Recommend）這一項設定為 Y 值，代表填

答者對於各項目的 X 值，來解釋是否推薦來美濃永安老街遊玩、或是執行計畫；

而 Consistency（一致性）必須大於 0.75 為標準，越接近 1值則解釋力越強，結果

顯示分數皆在 0.81 分以上，表示填答者對於滿意度、普遍地抱持肯定與認同，並

且以美濃文化的保存（Meinung）、永安老街文化的必要（Street）的分數最高為

1，代表多數填答者對於美濃文化的保存與永安老街文化的必要性是表示非常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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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且贊同的。同時經由一致性的數據結果驗證後，得知本研究 X軸所設定的 11個

項目，皆是影響「永安老街再造」滿意度的充分條件；Coverage（覆蓋率）最高

者為：對客家文化的認同（Hakka）。覆蓋率的數值為 0.950820，覆蓋率越高、

代表因果的解釋度越好。表示客家文化的認同感，是具有影響訪客是否推薦來訪

的關鍵條件。 

表 4-7 前測－必要條件分析 

Variable Consistency Coverage 
Meinung 
美濃文化的保存 

1.000000 0.876712 

Hakka 
客家文化的認同 

0.906250 0.950820 

Street 
永安老街文化的必要 

1.000000 0.914286 

Stay 
留美創業的認同 

0.937500 0.923077 

Name 
命名方式 

0.812500 0.928571 

Combine 
文化元素與文創結合 

0.906250 0.906250 

Now 
現況發展 

0.890625 0.950000 

Plan 
計畫可行性 

0.921875 0.936508 

Design 
文創設計 

0.843750 0.947368 

Future 
未來性 

0.859375 0.948276 

Expectation 
期望 

0.890625 0.95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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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正式問卷（後測） 

（1）敘述性統計分析 

後測正式問卷中，敘述性統計分析，主要是數據的集中趨勢、相關強度以及

離散程度，因此最常用得指標有：平均數、標準差與相關係數等（George and 

Mallery, 2003）。根據有效樣本的問卷進行統計，並依照本研究的十一項 X 構面

來分析，其中項目包含最小值、最大值、平均數和標準差如下： 

平均數最高者為美濃文化的保存（Meinung），平均數為 4.866667（相當於

97.3分），幾乎是接近 5（相當於 100分的概念），表示幾乎所有的填答者對於美

濃文化的保存，是抱持著肯定以及最大的支持與認同態度；平均數最低者為命名

方式（Name），平均數 3.533333（相當於 70 分），高於基本數值 3（意指 60 分

為及格），表示部分的填答者，對於「留美」計畫中的創業青年，稱為「留美青

年」這個命名方式，是達到部分認可的程度；本表的標準差介於 0.33~0.95之間，

代表問卷變異程度的數據較大，表示填答者對於問題的滿意度與看法差異較不一

致。 

表 4-8 後測－敘述性統計分析 

Variable Mean Std. Dev. Minimum Maximum N 
Cases 

Missing 

Meinung 
美濃文化的保存 

4.866667 0.3399346 4 5 15 0 

Hakka 
客家文化的認同 

4.2 0.7483315 3 5 15 0 

Street 
永安老街文化的必

要 

4.533333 0.6182412 3 5 15 0 

Stay 
留美創業的認同 

4 0.8164966 3 5 15 0 

Name 
命名方式 

3.533333 0.8844333 2 5 15 0 

Combine 
文化元素與文創結

合 

4.133333 0.8055364 3 5 15 0 

Now 
現況發展 

3.933333 0.6798693 3 5 15 0 

Plan 
計畫可行性 

4.133333 0.718022 3 5 15 0 

Design 
文創設計 

3.866667 0.9568467 2 5 15 0 

Future 4 0.8164966 3 5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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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性 
Expectation 
期望 

3.866667 0.8055364 3 5 15 0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2）必要條件分析 

    將是否推薦（Recommend）這一項設定為 Y 值，代表填答者對於各項目的 X

值，來解釋是否推薦來美濃永安老街遊玩、或是執行計畫，分析結果 Consistency

（一致性）的分數，最低取值是 0.75，數值越接近 1 則解釋力越強，而後測結果

顯示均高於 0.79 以上，表示各領域專家對於「留美計畫」的執行是普遍認同與肯

定。Coverage（覆蓋率）數值越高，代表因果解釋力越好，最高者的項目為留美

創業的認同，數值為 0.983333，表示對於「留美」創業的認同度，是具有影響是

否推薦來永安老街創業或觀光的關鍵。 

表 4-9 後測－必要條件分析 

Variable Consistency Coverage 
Meinung 
美濃文化的保存 

1.000000   0.876712 

Hakka 
客家文化的認同 

0.937500   0.952381 

Street 
永安老街文化的必要 

0.953125   0.897059 

Stay 
留美創業的認同 

0.921875   0.983333 

Name 
命名方式 

0.796875   0.962264 

Combine 
文化元素與文創結合 

0.906250   0.935484 

Now 
現況發展 

0.890625   0.966102 

Plan 
計畫可行性 

0.906250   0.935484 

Design 
文創設計 

0.859375   0.948276 

Future 
未來性 

0.906250   0.966667 

Expectation 
期望 

0.859375   0.948276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4.3.3 後測整體數據分析 

本研究將按照滿意度可分為五段說明，以下是各項目詳細的質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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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9 可得知，最滿意的前四項依序有，一致性給予肯定的美濃文化的保存，

再來是永安老街文化的必要，第三滿意則是客家文化的認同，第四是留美創業的

認同。而結果顯示最不滿意的是命名方式。 

（1）美濃文化的保存（最滿意）： 

美濃一直是保有完整客家文化的地方，隨著時間衍生的在地文化特色，都是

只有美濃才有的特色，雖然歷經幾次天災，導致大部分的房屋已經改建，但還是

保留了許多歷史性建築，而各領域專家對於美濃的認知以及了解，一致認同美濃

文化的保存性是給予肯定且重要的。 

表 4-10 美濃文化的保存百分比 

Meinung  f Pot 

4  2 13.0 

5  13 87.0 

Total  15 100 

Missing  0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2）永安老街文化的必要（第二高分）： 

「留美計畫」的發展主旨，就是要帶動永安老街的活化，雖然老街已經沒有

早期的商業規模與繁華，且在地居民高齡化的關係，顯得沒有生氣，但歷史的痕

跡還是存在，依舊保留時代性建築物，透過計畫的推動、年輕人的進駐，許多人

因此認識老街的歷史，而多數的專家對永安老街的評估，一致性認同永安老街文

化是需要被維護且發展的必要。 

表 4-11 永安老街文化的必要百分比 

Street  f Pot 

3 

4 

 1 

5 

7.0 

33.0 

5  9 60.0 

Total  15 100 

Missing  0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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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家文化的認同（第三高分）： 

客家文化一直在美濃處處可見，包括在地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傳統祭祀風

俗、油紙傘、藍衫等傳統技藝，客家人的精神內涵，從當地人身上都能看到完美

的詮釋，而在測驗解果顯示，大部分的專家對於客家文化的認同，一致的表示喜

歡且認同。 

表 4-12 客家文化的認同百分比 

Hakka  f Pot 

3  3 20.0 

4  6 40.0 

5  6 40.0 

Total  15 100 

Missing  0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4）留美創業的認同（第四高分）： 

「留美計畫」推動時間並不長，並且幾乎所有店家有事從零到有，需要適應

很多不一樣的習性，如來到美濃的生活習慣、租房子並沒有想像的容易、人潮流

量的不定等，需要強大的熱忱才能在這邊生存，從專家訪談中，所有的店家對在

美濃創業發展都有得到許多成長，而熱忱也沒因此被消磨殆盡，反而從熱忱轉變

成熱愛，熱愛美濃希望美濃發展得更好，發揚在地特色，因此這些透過留美計畫

創業的青年，在這一兩年逐漸被在地人認同，會當成鄰居關心、也願意釋出房子

承租給別的年輕人，也使這些「留美」創業之青年有了更進一步的動力與改變。

這也是為什麼，在後測的必要條件分析裡，留美創業的認同被歸類為最具有影響

力，是可以提高讓民眾想要推薦或是重遊永安老街的關鍵。 

表 4-13 留美創業的認同百分比 

Stay   f Pot 
3   5 33.3… 
4   5 33.3… 
5   5 33.3… 
Total   15 100 
Missing   0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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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不滿意的項目，是命名方式。 

（1）命名方式： 

依照專家訪談的結果，「留美計畫」因為聚集不同背景的年輕人來，有美濃

媳婦、有新移民、有同為六堆的客家人也有在地返鄉青年，這些各領域的專家匯

集於此地發展，透過計畫再次認識在地，認識美濃客家文化，因此將這些人稱作

「留美青年」，而後測結果分數落在最後，滿意指數佔有 50%以上，證明此次命

名方式爭議較大，雖然高達一半一上認同，但部分的人是保持著無意見且保留的

想法，但還是能讓過半的大眾接受的。 

表 4-14 命名方式百分比 

Name  f Pot 
2  2 13.0 
3  5 34.0 
4  6 40.0 
5  2 13.0 
Total  15 100 
Missing  0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這裡介紹後面依序的排名： 

第五高分的有兩項，文化元素與文創結合、計畫可行性： 

文化元素是針對美濃的文化與客家文化等作為題材，結合「留美計畫」的主

軸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來衍生出擁有在地特色的商店，從專家訪談可以知道，目

前添加的文化元素，多為美濃在地的農作物，以及串連當地工藝師，還有竹編技

藝等，根據專家問卷結果顯示，獲得了大部分的認同，但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因為美濃的文化元素很多且歷史深遠，因此期待後幾年的發展動向。 

表 4-15 文化元素與文創結合百分比 
Combine   f Pot 

3   4 27.0 

4   5 33.0 

5   6 40.0 

Total   15 100 

Missing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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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計畫可行性，是針對「留美計畫」來做評估，目前執行約三年，穩定的發展一直

是好的現象，透過各領域專家的問卷填答，目的是通過專家的回答來證明此次計

畫是可行可持續發展的，從結果顯示滿意以及非常滿意高達近 80%，代表是各專

家對「留美計畫」的發展是抱持肯定的。 

表 4-16 計畫可行性百分比 

Plan   f Pot 
3   3 20.0 
4   7 47.0 
5   5 33.0 
Total   15 100 
Missing   0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第六高分的是，現況發展： 

從在地的調查來看，目前因為「留美計畫」推動時間不長，店家以及政府都

還在看大眾反應來做調整與學習，因此店家數目不多，難以吸引觀光人潮駐留，

對此從問卷結果顯示，大部分的人表示滿意現況的發展，但少數的人表示普通，

雖然分數不是裡面的高分，卻無人表示不滿意，代表現況發展的方向是值得看好

的。 

表 4-17 現況發展百分比 

Now   f Pot 

3   4 26.7 

4   8 53.3 

5   3 20.0 

Total   15 100 

Missing   0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第七高分的有兩項，分別為文創設計與期望： 

文創設計是依照本研究所訪談的四位店家之文創設計做問卷調查，按照圖片

說明以及設計概念等，發放問卷給各領域專家做專業評估，結果顯示有高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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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人對目前「留美計畫」的店家文創感到滿意，但有部分的人表示無意見，

因此可以認證文創設計是還有發展的空間。 

表 4-18 文創設計百分比 

Design   f Pot 

2 

3 

 

 

 

 

1 

5 

7.0 

33.0 

4   4 27.0 

5   5 33.0 

Total   15 100 

Missing   0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期望是針對以上現況發展與「留美計畫」的認同所衍生出來的期望值，從後

測結果得出，有 60%的人表示滿意或是非常滿意，40%的人表示無意見，代表

「留美計畫」以及永安老街的發展，是值得眾人所期待且確實有帶動老街發展趨

勢。 

表 4-19 期望百分比 

Expectation   f Pot 

3   6 40.0 

4   5 33.0 

5   4 27.0 

Total   15 100 

Missing   0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4.3.4 前後測比較分析 

前測如附件，試測受測者基礎認識美濃與留美計畫後，對於美濃的歷史文化

以及留美計畫的認同與認知看法。而後測如附件，試測受測者經過問卷前的詳細

描述後，對於美濃的歷史文化以及留美計畫的認同與認知看法。前後測的結果顯

示，有些微明顯的不同，可以證明美濃的歷史文化與留美計畫，需要經過宣傳與

宣導，讓大眾明白以及認識，且能夠快速有效達到更多認同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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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前後測敘述性統計分析－比較表 

前後測敘述性統計分析－比較表 

項目 名稱/數值 說明 

平均數最高 

前測－美濃文化的保存 

/ 4.866667 

前後測平均數最高的結果顯示一

致，代表大眾對於美濃文化的保

存，是給予一致性的認同，也間接

肯定，美濃文化保存的重要性。 

後測－美濃文化的保存 

/ 4.866667 

平均數最低 

前測－命名方式 

/ 3.733333 

前測的基本說明上，針對命名方式

受測者是否贊同透過「留美計畫」

的創業青年稱作「留美青年」，而

在結果顯示受測者大約給予普通或

是不贊同；而在後測有詳細的說明

「留美計畫」的執行內容，以及介

紹透過計畫創業的青年們，受測者

正式問卷填答結果比前測平均數更

低分，可以證明較多的人認為命名

為「留美青年」是需要再經過討論

與思考的稱呼。 

後測－命名方式 

/ 3.533333 

標準差介於 

前測 

/ 0.3399346~1.123487 

前測中標準值的數據顯示，最低與

最高標準值差異較大，代表受測者

在作答過程中，答案較不一致，差

距較大；相對於後測差異較小，代

表受測者在作答過程中，填答結果

較一致，差距顯示較小。因此可以

證明後測要比前測更一致性，詳細

說明後較多的人可以接受，予以贊

同與支持。 

後測 

/ 0.3399346~0.9568467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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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前後測必要條件分析－比較表 

前後測必要條件分析－比較表 

項目 名稱/數值 說明 

一致性平均值 

前測 

/ 0.81 以上 

前後測平均數皆高於最低標準

0.75，表示問卷中的所有項目，都

是可能是影響結果的必要條件與充

分條件，也證明普遍受測者對於是

否推薦來美濃永安老街遊玩或是執

行計畫這個結果，所有的問卷項目

皆是影響結果的必要成份，並且一

致性給予認同與肯定。 

後測 

/ 0.79 以上 

覆蓋率 

前測－客家文化的認同 

/ 0.95820 

針對前測問卷先前的基本說明，受

測者多數的作答結果數據顯示，客

家文化的認同是最具有影響訪客推

薦來放的關鍵因素；但是經過後測

得詳細說明後，受測者對於「留美

計畫」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再正

式問卷結果數據顯示，留美創業的

認同，則成為最具有影響是否推薦

來永安老街創業或觀光的關鍵。 

後測－留美創業的認同 

/ 0.983333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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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總結 

本研究針對「留美計畫」來到美濃發展的青年，探討如何利用文化與文創做

結合，以及在地人與外界，對於這些青年的發展認同情況做分析，進而審視目前

永安老街文創發展狀況與文化認同，透過計畫的執行，政府以培力的角色，督促

並幫助青年在地方的發展。而在專家問卷測量結果可以發現，「留美」創業的認

同，被認為是最具有影響力的一項，代表「留美計畫」中的青年，目前若能穩定

發展且獲得更多人的認同，將是使「留美計畫」成功的最關鍵因素。在研究中利

用個案研究法來逐一訪談，這些創業的青年，他們都是來自各個領域的專家，有

的是深深被美濃的文化吸引而來，有的是因為家庭因素而返鄉，也有是因為看好

美濃發展的未來性前來，因此本研究在針對這些訪談結果，進行紮根理論，進而

統整出這群青年目前所面臨的問題，以及經營理念與文創設計。本研究之貢獻，

透過第四章分析與討論的結果，作為未來政府在改良政策時可以納入的考量方

向，以及「留美」計畫執行的可行性與轉變，並且給予相關問題之建議，以便往

後能提供檢視與參考。 

回應研究者在第一章所提出的以下研究問題： 

1.留美計畫之青年是什麼原因，使他們願意留在美濃創業？ 

2.利用哪些客家元素發展成創新的產業？ 

3. 透過政府的政策推動，以及發展在地的文化創意產業，獲得什麼影響與幫助？ 

4.老街再造的推動下帶來的轉變是什麼？ 

以及研究目的： 

1.探討永安老街留美計畫之青年，留在美濃發展之原因。 

2.探討永安老街留美計畫之青年，運用美濃文化元素結合文創之特色。 

3.留美計畫的發展，創造老街再造新契機，探究永安老街獲得的幫助與影響。 

4.探討永安老街的發展狀況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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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針對原先設定的研究問題與目的，進行的研究分析結果如下： 

（1）「留美計畫」吸引青年留在美濃發展的魅力因素 

本研究訪談的個案當中，所有的青年都因為不同的原因留在美濃創業，由於

近年來興起青年到鄉下生活的熱潮，許多青年不僅願意回到鄉下生活，甚至認為

鄉下是有發展未來性的，在分析過程中，研究者發現這群青年的共通點是，喜歡

鄉下生活步調，以及純樸輕鬆的環境，對於都市的生活模式已感到厭倦，再求生

存的日子中，內在感到空虛，因此他們回到鄉下最大的因素是嚮往鄉村生活，這

也襯托美濃鄉村的魅力，他們對於美濃文化、歷史的認識不比一般在地人知道的

少，原因有部分是在地協會以及社區組織都會給予幫助與鼓勵，以及本身對於美

濃客家文化就有熱忱，會自己去學習與理解；並且認為永安老街的發展是不同於

其他老街，訪談中發現，以往的老街發展形勢，最後都成了複製文化的產業型

態，時常看見一樣或是相似的店家，但是永安老街發展最大的不同是，目前營業

的店家，都來自各領域的專家，因此沒有一間店的型態會是一樣的，他們不會去

模仿對方，彼此之間都成了朋友時常互相交流。本研究整理出以下幾點因素： 

1.鄉下有未來發展性。 

2.生活步調輕鬆與環境舒適。 

3.對都市感到厭倦。 

4.喜歡美濃客家文化。 

5.人與人之間的串聯與交流。 

（2）美濃文化元素結合文化創意之發展地方特色 

根據本研究訪談的四個店家，針對經營狀況以及文創設計做初步探討，得知

目前發展大項基本歸類為工藝、共享平台、農作物結合，工藝為傳統工藝的傳

承，如下圖鹿米竹工坊的竹編，以友善環境且手工編織的手感，作為主要的經營

理念，以 DIY教學為主，目的是希望人們在文化工業的時代下，不要忽視傳統工

藝的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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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鹿米竹店內產品拍攝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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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平台則是果然紅的共有、共享、共榮的平台，目的是集結在地人才如工

藝師、在地小農，有個可以擺放產品與發揮長才的地方。 

  
圖 5-2  果然紅店內產品拍攝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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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物結合為啖糕堂、濃夫生活，啖糕堂透過與農會合作，獲取美濃在地農

產品，結合各式糕點創造擁有在地特色的糕點。 

    
圖 5-3  啖糕堂店內產品拍攝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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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夫生活是運用自身種植美濃沒有的農產品，並且結合美濃農產品創造新的

飲品或是做特別的加工，以及買斷在地小農的農作物來販售。 

     
圖 5-4  濃夫生活店內產品拍攝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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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留美計畫」培力式發展使永安老街獲得的幫助與影響 

    「留美計畫」的推行，使原先被遺忘的老街再次被人記憶，許多人包括在地

人，也漸漸遺忘這條曾經繁華且人潮滿滿的開庄第一街，以前滿是店面的商業

街，現在已經不如從前，當時的店家多關門停業，原因多為沒有年輕人來繼承，

或是工業的進步被淘汰的洋裁行，剩下少數有家族傳承的店在維持經營，如製作

藍衫的錦興行、歷經三代的機車行、長城皮鞋店與墨林文具行，這些老店依然存

在，在漫步永安街的路上，還是看得到很多從古至今保存下來的夥房，也因此透

過計畫的進行使這些歷史古蹟與店家被世人看見，而原先的警察分駐所也被政府

改造為文創中心，也讓永安老街不只充滿歷史氣息，還增添了文藝與美學。本研

究整理以下重點： 

1.新的一代進駐，為老街帶來生氣。 

2.發展知名度，傳統逐漸被看見。 

3.老房改造讓歷史不被遺忘。 

（4）文化認同的過程，永安老街的狀況與改變 

 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發現起初來到永安老街的青年，多會因為美濃人的保

守觀念歷經挫折，如承租房子的問題、對外地人有排外心理等，在經過種族、文

化融合的過程中，雖然有過不如意的事，但保持正向的心，隨著時間的磨合，在

地人開始願意接納的新的外來族群，與接受永安老街的改變，在地人開始重視這

個計畫所帶來的影響，也會有人主動來關心這項議題與參與活動，釋出房子意願

的人變多，也代表「留美」創業的青年逐漸得到的在地人的認同，而在本研究後

測的問卷分析當中，「留美」創業的認同是最具有影響是否推薦來永安老街的關

鍵因素，因為這群青年在獲得了認同的同時，也串連了在地人願意來到永安老街

「留美」創業的店，如定時去啖糕堂買麵包或是訂製蛋糕、去鹿米竹工坊學習竹

編課程、到濃夫生活與果然紅消費等，也間接應證了這項因素是可行的。本研究

整理以下幾點重點： 

1.在地人與外地人的情感交流加深。 

2.年輕人的帶動，吸引更多人參與。 

3.創造新的產業模式與觀光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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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透過後測的項目與分數排行之結果顯示，認為「留美計畫」的青年，

利用美濃文化元素結合文化創意所創業，是還可以再深入探討，與研究新的元素

結合可能，開發出更多符合在地特色、又創新的想法，藉由與在地文化的融合，

創造文化包裝化，發展新產業新契機，發揚在地特色與活化永安老街之目標前

進，讓未來對於「留美計畫」有興趣的青年，但是沒有相關頭緒，可以參考並採

用。 

另外文創設計的部分，也是值得去做整合研究，將店家運用到的元素以及經

營理念，整合成一套企業識別系統，讓「留美計畫」的店家，可以更有文化創意

的元素在裡面，提升總體的視覺效果，增加遊客的體驗印象度。 

最後目前「留美計畫」執行不到三年，因此許多流程上的設計，如大眾搭乘

運輸工具來到美濃，該如何前往永安老街或者是該如何逛起等問題，那如果是自

行前往，汽機車該停放的位子可以有哪裡，如果想聽導覽介紹要如何找起，以及

旅遊的規劃，如美濃景點很多，如何串聯成一整套旅遊行程，推薦幾天的深度旅

遊，那輕度旅遊的行程是該怎樣安排，都並不完善與完整，未來是還有很多發展

的可能性，期待後續提升地方文化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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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訪談題目大綱 

1. 請問是什麼樣的決定性動機，驅使您留在美濃投入做這件事情？ 

2. 目前發展的內容方向? 

3. 請問您在這個團隊中是扮演著甚麼樣的角色?團隊是如何分工的? 

4. 您的經營特色是甚麼?如何突顯自己的優勢? 

5. 小時候的生活環境 

6. 親朋好友提供什麼意見? 

7. 初來鄉村的日子 

8. 請問剛到這裡工作時，與你的印象有無差別 

9. 至今最動搖自己信念的挑戰 

10. 在社區關係方面有無遭遇困難 

11. 在營運模式方面有無遭遇困難 

12. 在組織團隊方面有無遭遇困難 

13. 至今最動搖自己信念的挑戰 

14. 留在美濃的貴人是誰 

15. 如何尋找資源或協助 

16. 舉辦過什麼活動或企劃 

17. 是否有得到來自公部門的資源 

18. 是否有得到來自民間外界的資源 

19. 得到最印象深刻的回饋 

20. 目前階段性的成果如何 

21. 發展到目前的程度，自認為最大的原因為何 

22. 對鄉村最感動的人事 

23. 對新人有什麼建議或叮嚀 

24. 期許永安老街可以變成怎樣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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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重點稿與開放性譯碼 

果然紅（GR） 
訪談時間：2019/05/07 
受訪者：蔡佳蓉（GR-M1）、羅元鴻（GR-M2） 
受訪者背景：  「果然紅」是由一對夫妻，蔡佳蓉高雄楠梓人與羅元鴻美濃返鄉

青年共同創造，與在地藝術青年、市集朋友等人合作，透過藝術美學與客家農村

生活的結合，推廣手工藝術創作品、農事體驗、在地文化導覽、食農教育、藝文

展演等。 
訪談內容 開放型譯碼 
問題一：是什麼樣的決定性動機讓你想要留在美

濃做文創這份事業？ 
（佳蓉）：我們回鄉十五年，從務農開始，參與

社區營造，之後學習帶導覽解說，慢慢的衍生出

來，我們也會有農事體驗，舉辦市集、大型的活

動，像是小孩趣市集或者是小弟藝術日，在這過

程會去看到說，美濃有很多的資源，我說的主要

是「人」，所有的環境裡面，人是一個很重要的

關鍵，會發現說，美濃有很多人才，這些人都各

自散開努力，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些人都集結在一

起的話，是不是會有不一樣的成果？那過去美濃

以前一直是長輩提攜後輩，但是思想上還是會與

現在有一點點落差，若我們年輕人，可以重新再

來的話，可以做些什麼不同的事情，可以支持到

年輕人的。所以那時候開始接觸留美計畫，就想

說如果要發展老街，可以透過留美計畫來做些什

麼？所以在提出這個計畫時，是沒有思考很久

的，而且也因緣際會下有了空間，有了空間後我

們就很快的開始進行，那時候我們想到已經有辦

過兩個大型活動的經驗，小孩趣市集跟小地藝術

日，認識許多市集朋友、包含在地朋友，我們自

己的好朋友都是高手，我們就想，好哇！那我們

這裡就是一個平台，去集結這些在地的工藝師、

小農的農產，然後透過辦活動，讓這裡變成一個

共有、共享、共榮、共好的一個共享空間，讓外

地人也好、在地人也好，都可子看到其實我們可

以做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GR-M1-1）回鄉後發現有很多

資源，但「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GR-M1-2）集結在地人才，產

生不一樣的結果 
 
 
（GR-M1-3）以年輕人來支持年

輕人，創造做出更多不一樣的事 
 
 
 
 
 
 
 
 
 
（GR-M1-4）成為一個共有、共

享、共榮、共好的共享平台 

問題二：那目前經營方向內容與發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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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蓉）：我們現在經營方向最主要可以就是

說，像我們在櫃位上看到的，都是在地人的手作

品，還有在地的友善小農，我們的農產品在推

廣，一定都是友善環境的種植方式為主，然後也

有一些出版品，另一個部分我們也會做導覽解

說，因為我們的老街，真的跟別的地方比較不一

樣，我們是一個文化底蘊很深，再加上客家人的

個性就本身比較不喜歡太ㄏㄧ 花，不招搖，然後

比較低調，這條街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常民生活的

街道，所以其實我們不像旗山老街那麼的熱鬧，

那我們就會想說，怎麼樣透過一個導覽，結合導

覽解說的方式，或是辦活動的方式，讓更多人認

識在地文化之外，也可以讓人走進來，所以我們

也會辦講座、辦活動、辦 DIY，因為其實我覺得

也是讓我們的這些工藝師可以有更多的發揮，甚

至我們也在想，我們的櫃位甚至一段時間之後，

做一些變動讓新的元素再進來。 
 

（GR-M1-5）販售在地商品與導

覽解說 
 
 
 
 
 
 
（GR-M1-6）永安老街為常民生

活的街道 
 
（GR-M1-7）透過導覽解說、辦

活動讓更多人認識在地文化 
 
（GR-M1-8）幫助在地人有更多

的發揮空間 

問題三：您在團隊中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團隊

是如何分工的？ 
（佳蓉）：我的角色其實比較像是一個空間的提

供者，然後做資源的整合與安排，例如說如果我

們有活動進來，假設像美濃國小，他可能因為有

一次跟別的學校交流，想要辦一個 DIY 手作課
程，他就可以找到我們，我們就討論說：那你想

要做時麼樣的 DIY？是做種子嗎？那如果是種

子，那我們就請那位老師做安排跟規劃。 

 
 
（GR-M1-9）提供空間並資源整

合與課程安排 

問題四：您的經營特色，是以在地的年輕人與在

地小農嗎？ 
（佳蓉）：對！會是以發展在地為主的，當然我

們也會希望就是說，像我們在辦市集，在店這邊

的市集，我們也會邀請像來自大樹的朋友，他其

實也是我們在辦小地藝術日、小孩趣市集，會邀

請來的朋友，那為什麼會邀請到大樹來，第一個

是認識，第二個是也是年輕人，我們就讓彼此有

機會，甚至在這過程中，我們彼此互相成長，那

他們也可以把經驗帶回他們自己所生活的環境，

然後去創造。 
 

 
 
 
（GR-M1-10）以在地發展為

主，支持年輕人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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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那目前有什麼樣的方法凸顯自己的優

勢？以及做什麼樣的宣傳的活動？ 
（佳蓉）：我們自己的優勢，像是有機會走進我

們店裡的人，他們就看得出我們的差異性，就是

說，當他們知道這些都是手作品之後，他們就會

清楚瞭解，我們跟一般的老街差別就是在，這是

真的文創。不是一個好像到哪裡都看得到的老街

文化。然後我們這裡的工藝師，假如我們這家店

今天關門，出去擺攤我可以有五個攤位，馬上就

能在現場擺，我這裡其實真的可以同時支持很多

個，年輕人去創業這件事，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

要的，那甚至就是說，我們也會，像我們也會跟

工藝師說你要不要開課，因為其實這個空間就是

增加收入，我們其實講白了所有的東西就是為了

提升收入，他們好的時候我也會好，為什麼？當

他們的東西，我們協助銷售出去的時後，其實他

有收入我們也會有收入這件事，我覺得這是共有

共好的一件事情，還有就是我們與工藝師之間，

會互相提攜學習跟成長，例如說像我們的米粒，

他可能禮拜五要在實踐大學有一堂課，手作的課

程，那我們就會說，阿你教我們怎麼做筆袋，然

後教我們怎麼做零錢包，我們到時候就是你的小

助教，就是我們不會覺得那是你的事，跟我們沒

關係，而是我們會想，那我可以怎麼去幫助你，

可是那個過程中我們又學會了一種手作的東西，

我覺得是團隊互相合作這件事很重要，那像我們

的工藝師我們有兩位駐館工藝師，一個是米粒手

作札化的米粒，另外一個是陶瓷居的美君，那他

們同時也很謝謝他們一件事，就是說他們也協助

我們一些值班的時間，例如說米粒是週一週二，

然後美君可能是週五，他們讓我們兩個有比較多

的時間，去從事我們其他的工作，跟農務的部

分。我們是透過這樣的分工，讓我們有更多的發

展，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講，我們現在今年還有留

美計畫的經費支持，可是從明年開始，我們可能

就是必須所有從我們開始包含經費，所以在這過

程中，我們必須很快的去找出自己的商業模式，

那商業模式有可能就是，我怎麼去提升我們的營

業額，這件事就是，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去提升足

夠營業額的狀態下，那我要怎麼去靠其他的工

 
 
 
 
（GR-M1-11）透過計畫發展的

店家，有別於一般老街的店 
 
 
 
 
（GR-M1-12）這裡同時能支持

多個人創業 
 
 
 
（GR-M1-13）與在地合作達成

共識 
 
 
 
 
 
 
 
 
 
（GR-M1-14）學會團隊互相合

作非常重要 
 
 
 
 
 
（GR-M1-15）有多餘的發展不

同事業 
（GR-M1-16）分工合作讓彼此

有更多的發展 
 
 
 
 
（GR-M1-17）思考支撐店的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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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來養自己跟支持這家店的運作，這個都是我

要去思考的。 
 
問題六：那你們現在是全心全力的投入這家店

呢？還是你們有什麼規劃？ 
（佳蓉）：其實應該這樣講，這家店有沒有辦法

養活我，是沒有辦法的。我勢必一定要靠其他工

作收入來養活自己，甚至未來也有可能要養這家

店，但是我覺得我是很看好這個空間，所謂的看

好是說，他可以支持很多人，然後我們在這裡也

是很開心，那其他的收入是可以讓我們過得去

的，我覺得這就是 OK 的狀態，但是其實，我也

很想創造一件事情，就是說，如果我這樣的經營

模式是 OK 的話，我其實很歡迎我的工藝師，他

之後如果當她有足夠的消費群，有足夠的資金，

他未來想要開一家店，我覺得都 OK，甚至他可

以把這樣的一個運作模式帶走，因為這樣他可以

去支持更多人。還是要真的運作成功才會是真

的。像這家店至少要十萬塊的營收， 
（家慧）：才可以打平嗎？ 
（佳蓉）：對，至少。我們現在大概最多是做到

六萬而已，最多哦，但是從去年九月到現在只有

一個月做到。 
（家慧）：光銷售這件事嗎？ 
（佳蓉）：對，營收這件事，只有一個月做到，

所以其實這個是要怎麼去運作，其實一直在調

整，一直在摸索，例如說辦活動呀、辦課程呀，

這件事。 
 

 
 
 
（GR-M1-18）目前需要靠其他

收入養這間店 
 
（GR-M1-19）看好這邊未來發

展 
 
 
 
 
 
 
（GR-M1-20）發展與宣傳這間

店的經營模式特色 
 
 
 
 
 
 
 
（GR-M1-21）營收的調整還在

摸索中 

問題七：那你們目前做的這些工藝，哪一些是有

去結合到客家文化元素呢？ 
（佳蓉）：目前結合到客家文化的元素，大概是

只有植物染，因為他有藍染的元素，他其實跟我

們客家藍衫有集結，可是，你如果說以元素來講

的話，有的話就是稻稈，稻稈的編織，稻草嘛，

因為美濃就是一個農村呀，他其實是最直接，反

映一個農村文化的部分，那像這種編織呀，他其

實最早期的時候，是從茶壽，他其實是從北部客

家人，他們有一種茶壽就是稻稈編，然後外面再

用很漂亮的花布，把它包起來，阿裡面可以做什

 
 
（GR-M1-22）客家傳統文化的

植物染 
 
（GR-M1-23）美濃農業特色的

稻稈編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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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最主要功用就是用來保溫，因為北部比較

冷，好像新竹呀，都比較冷，他們有時候要喝茶

或者是他們會用例如說一些藥草，其實在早期的

時候呀，他們都在山區，山區瘴氣比較多，瘴癘

之氣比較多，其實對身體是很不好的，所以他們

可能偶爾要喝一些藥草類的，那要保溫會比較

好，茶壽其實會有保溫的效果，那像這樣一個編

織方式，那其實就是從茶壽慢慢地做一個轉變，

然後就是元鴻，去做一個改編這樣。 
 
問題八：那老闆你是從哪裡來的？ 
（佳蓉）：我自己本身是高雄楠梓人。 
（家慧）：那你有覺得這裡的生活環境，有跟高

雄差很多嗎？ 
（佳蓉）：一定的呀，一個是工業之都一個是農

村，還有就是都市跟鄉下，是絕對差，單看綠樹

就差很多了，對，綠這件事就差很多了，然後就

是生活模式，其實在這邊的話就是，就是真的會

你可以自在的過自己想過的生活，當然這事先沒

有所謂的經濟考量之下，但是如果一樣有所謂的

經濟考量，就是說我們必須賺錢養自己這件事的

話，鄉下會比較輕鬆一點，因為他的消費，其實

你的物慾只要不要太高，你在鄉下其實，吃草也

可以過日子，對不對？然後他的心靈層面是比較

輕鬆自在的，然後甚至呢，我覺得當我回到鄉下

之後，我發現我在鄉下可以學到東西又更多，相

較以前我在高雄來說，我就只是一個很單純的上

班族，每天醒了就是上班，然後晚上可能頂多聚

個餐，幹嘛的，就又回來，就是那種終而復始的

生活，跟在鄉下那種多采多姿的生活是不一樣

的。 
（家慧）：所以是非常喜歡在這邊？ 
（佳蓉）：對，我都會鼓勵年輕人，回鄉回鄉，

到鄉下來，鄉下是一個發展的空間。 
 

 
 
 
 
 
（GR-M1-24）鄉下綠樹多環境

好 
 
（GR-M1-25）沒經濟考量下，

可以自在生活 
 
（GR-M1-26）比都市賺錢壓力

小 
 
（GR-M1-27）心靈自在且學得

到的東西多 
 
 
 
（GR-M1-28）結束以前終而復

始的生活 
 
 
 
（GR-M1-29）鼓勵年輕人回

鄉，鄉下是一個發展空間 

問題九：那你們到現在，開始經營這個事業的話

是經營多久了？ 
（佳蓉）：你說店嗎？ 
（家慧）：對！ 
（佳蓉）：去年九月十三到現在，大概半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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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慧）：所以，你們那個留美計畫的經費，是

申請到？ 
（佳蓉）：就只有一年， 
（家慧）：只有一年？ 
（佳蓉）：對，就是我們這屆，那下一屆的話呢

他就是兩年，但是一樣是五十萬，我們是一年五

十萬，那下一屆就是兩年五十萬，等於說他們是

兩年的計畫，我們是只有一年計劃。 
（家慧）：一年計劃好像會比較好一點。 
（佳蓉）：其實輕鬆一點， 
（家慧）：兩年計畫只給五十萬，因為我還看到

一個海報是寫四年耶！ 
（佳蓉）：那是之前的，本來四年，後來改了，

後來沒有人來，你現在趕快回來，現在至少會輕

鬆一點，其實多了那個十萬二十萬，加減拉，輕

鬆一點。 
（家慧）：所以是有申請到的話，就是有五十萬

嗎？ 
（佳蓉）：對！ 
（家慧）：所以不會有人有四十萬、三十萬什麼

的？ 
（佳蓉）：不會不會，沒有他也沒有一次給拉，

他是分階段的，他就是三期。 
（家慧）：會審核嗎？看你們做得怎樣嗎？ 
（佳蓉）：當然會呀，他不是你開店後審核，是

你開店前，有一連串的審核，他有一個機制在。 
（家慧）：那你們之前就是在那邊做小地藝術

日？（佳蓉）：小地藝術日是這兩年才開始，就

是今年邁入第三年了，的確也是拉，我們就是那

幾年的經驗累積下來，發現其實我們好像還可以

做些不同的事情，所以這家店其實也是應運而生

拉，我覺得都是有脈絡的去長出了一些新的東西

這樣。 
（家慧）：慢慢地摸索。 
（佳蓉）：對，如果你幾年前，問我可不可以創

個平台，我那時候一定 say no，會覺得自己好像

沒有那個能量。 
 

 
 
 
 
 
 
 
 
 
 
 
 
 
 
 
（GR-M1-30）有經費補助能輕

鬆一點 
 
 
 
 
 
 
 
 
 
 
 
 
 
 
 
 
 
（GR-M1-31）應運而生的店 
 
 
 
（GR-M1-32）幾年的改變，自

身有了能量 

問題十：那像這樣經營到現在，有沒有遇到最動

搖自己的信念的時候？就是有沒有想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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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蓉）：目前為止還沒有，可是其實我們這家

店在經營的是人，怎麼說是人呢？因為你看哦，

這麼多，每一個桌子就一個櫃位的概念，更何況

我們又有兩個工藝師，然後我們還有一個手沖咖

啡師，甚至我們也會邀請來的市集，其實我們邀

請來市集，我們對待市集的朋友，那種心態，不

會只是妳好像就是個攤商，不是，我覺得我們想

要互相支持，那支持的過程中，其實每個人個性

不同都在磨合，那麼磨合，我覺得就是我們需要

花點心力的地方，其實我也在這個過程中學習人

際之間的互動，但是我去看到就是說當我們的焦

點是放在可以支持對方成長的時候，支持當然沒

有那麼偉大拉，就是幫助別人，就是說如果我想

要他更好這件事的時候，我可能就會慢慢去調整

自己的態度狀態跟情緒或個性，我們的重點為了

讓事情的發展得更好，不是我開心不開心這件

事，就會比較客觀中立的去討論一些事，甚至會

去挑展自己，例如說可能有一些行不通的方法，

過去來講我可能會覺得說要開口，好像會不會讓

對方覺得說你好像不喜歡我，或者是負面的情

緒，可是不講對方又沒有機會知道結果，然後去

調整，所以這個過程中，其實要挑戰自己的也很

多，我覺得是這種學習，然後我的團隊甚至在這

過程中，對啊發現我的情緒的溝通越來越好。 
（家慧）：就是互相合作的概念。 
（佳蓉）：對！對！對！ 
（家慧）：那有沒有感覺很像家人？ 
（佳蓉）：其實是耶，我們其實在這過程中，會

越來越親近更親密。 
（家慧）：那現在團隊總共加起來有幾個人？ 
（家慧）：我們這樣加起來的話，5~6 個，5 個 
（家慧）：其他都是工藝師嗎？ 
（佳蓉）：其實工藝師就佔了三個，如果加我老

公就四個！ 
（家慧）：他的工藝是？ 
（佳蓉）：就是稻稈，我們其實在大樹還有一個

朋友，店叫做陽光果子，他在大樹種鳳梨，然後

他自己本身也擅長做櫥窗設計，他甚至設計用鳳

梨纖維做的紙，在日本也有得了一個什麼大獎，

我忘記了，就是都是年輕人，其實我們都是年紀

 
 
 
 
 
 
 
 
 
 
（GR-M1-33）經營人與人之間

關係 
 
 
 
 
 
 
 
 
 
 
 
 
（GR-M1-34）學會溝通也是一

種自我挑戰 
 
 
 
 
 
 
 
 
 
 
 
 
 
 
 
 
 
（GR-M1-35）年紀接近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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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接近的一個世代，然後大家都覺得夠過這個過

程中彼此成長覺得好玩，我覺得是因為，因為好

玩，然後大家又願意去不斷的嘗試，然後就有新

的點子新的結果，就越玩越好玩，然後就一直有

新的東西長出來這樣子。 
（家慧）：這樣真的蠻有趣的，不會像現在都市

的人這樣，活得死死的，比較有人際互動。 
（佳蓉）：對！而且是一直在成長，我覺得回鄉

最有趣的事，我回來只是當一個農夫，只是一個

農夫就可以發展到學會導覽解說、學會做社區營

造、學會設計流程，然後還有機會出國去表演，

像我們今年七月份就要去韓國做表演，藝術節作

表演。 
（家慧）：表演什麼？ 
（佳蓉）：就一個身體藝術的表演，其實是 2015
年的時候去日本大地藝術季做了四場的表演，那

回來之後在高雄衛武營，演出兩場，那隔年的時

候又去台中歌劇院，那時候剛開幕，2016 年在台

中歌劇院做表演，又去埔里紙教堂，那今年的話

去韓國的釜山，參加他們當地藝術節的演出，就

會覺得很有趣，如果在高雄，你可能不見得會有

的體驗。 
（家慧）：那這個也算是另一個事業嗎？ 
（佳蓉）：我覺得我會把它放在…因為我們得演

出，是有關於我們對環境的各種議題，所謂的議

題是資源的污染、空氣的污染、那甚至我們人心

的因為環境的關係，整個心靈的擾亂，他其實是

讓我們去看到這個議題可以再做些什麼，是有關

環境的議題，對我們來講比較像是參與環境議題

的一環，是我們可以貢獻的部分，他絕對不是一

個主要收入，但是他花自己的時間，去練習。 
 

 
 
（GR-M1-36）不斷成長與發現

樂趣 
 
 
 
 
 
（GR-M1-37）平凡的職業也可

以多元發展 
 
 
 
 
 
（GR-M1-38）體驗以前不曾有

的生活 
 
 
 
 
 
 
 
 
（GR-M1-39）願意參與環境各

種議題 

問題十一：那老闆留在這裡的貴人是老闆娘（元

鴻）嗎？ 
（佳蓉）：對我其實結婚的隔年就回來了。 
（家慧）：你們有因為什麼決定才回來美濃嗎？ 
（佳蓉）：其實應該這樣講，我們的前一份工

作，我們兩個人都在教育訓練公司，他其實本身

就是屬於個人心靈成長課程。對我們來講我們都

是畢業後來，才進到這家公司，我們在這裡學習

 
 
 
 
 
 
（GR-M1-40）過去在給予的過

程中自己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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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多，在那裡面我們也支持過很多人，可是就

會發現，當我們在那裡越久的時候，就會發現自

己可以一直…就是我們在課程，可以支持學員有

新的察覺、收穫改變，但是對我們自己來講，好

像在不斷的給的過程中自己空了。那個空，就是

說好像我在課程裡我可以支持很多人，可是在現

實生活裡我覺得我的我沒有辦法，自己在創造新

的東西、新的體驗新的學習，所以我那時候，其

實在要離職的前半年，我們就已經想說，那我們

是不是去…我們其實已經買好火車了，甚至還想

說要去當一個商人，為什麼要當商人？就是要去

當農夫跟消費者之間的橋樑。因為像我公公，他

是種木瓜，可是他發現呢，就是我們發現拉！當

木瓜如果大產的時候啊，其實很多的那個在地的

小農、農夫都被大盤商剝削，對你看到一台車三

千多斤的木瓜，就整個賣三千塊，你聽了會不會

很心痛？所以我們就討論說，那我們乾脆來當商

人好了。但沒想到其實人算不如天算，計畫總是

趕不上變化，就在那時候，我公公過世了。不過

木瓜園就是植物作物，對他們來講，對農夫來講

就是像小孩一樣，當我把它種下去那一刻，他就

是我細心呵護的小孩，所以那時候我婆婆很捨不

得，他就問我小叔跟我先生說，你們兩個要不要

決定一下誰回來，阿那時候我小叔的工作條件很

好，我們覺得他放棄太可惜了，而且還有小孩要

養回來當農夫根本養不活，所以就想不然我們兩

個回來好了，因為本來就想要轉換跑道嘛！只是

從當經商變成是一個種植者而已。我們就這樣回

來了。阿他也問過我啊，我們回去種田好不好？

我說你只要決定好，我們就去啊。我是沒有太多

想法，我也沒有說不要怎麼樣，因為我覺得任何

選擇都是好選擇，阿既然我們選擇我們就好好去

做。 
（家慧）：也是一個蠻順水推舟的感覺。 
（佳蓉）：對！沒有錯，順水推舟，因為我們其

實也不知道會是怎麼樣。 
 

 
 
 
 
 
 
（GR-M1-41）過去雖然可以幫

助人，但自己卻無法從事新的事

物 
 
 
 
 
（GR-M1-42）回鄉當商人，做

農夫與消費者的橋樑 
 
 
 
 
 
 
（GR-M1-43）長者逝世而成為

種植者 
 
 
 
 
 
 
 
 
（GR-M1-44）任何選擇都是好

選擇 

問題十二：當初在決定再回來做務農的時候，會

開始去尋找一些資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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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蓉）：其實沒有，我們會把很多資助都秉開

來。例如說，我們雖然務農，可是我們從來沒有

參加過產銷班，也不想參加產銷班。我們就很扎

實務實地去，就是我覺得他應該一開始是因為我

們元鴻的三姐，他本身在高雄的那個左營莒光，

那邊就自己傳統的市場位置，所以其實那時我們

種的，還有我先生的二姐在東肚種的，都完全委

託三姐賣，那時候有人依靠，有人賣沒關係，可

是當量大的時候，我們卻面臨的一個問題，三姐

沒有辦法消化還是要自己去賣，其實我們有一年

是完全都自己，自己生產自己賣這樣子的狀態。

那不是在八八的時候，其實八八是讓我們有一個

人生很大的轉機，因為這樣，八八其實對美濃來

講很大的傷害，他的傷害雖然沒有像小林那樣子

人命的傷亡，我們頂多就是農產的一個損耗最

大。那當時我們大概種了山區六分面積的木瓜

園，在三天的風雨中，就兩區完全掛掉，一區剩

不到一半所以我們在那整理完之後，我們其實我

就我們兩個的好處。就是說，我們的理念相同。

然後我們想做的事情、興趣也其實都很相近，所

以那時候整理好木瓜園的決定之後就是去騎腳踏

車環島一周。然後，我們就那時候想要重新認識

台灣這塊土地，然後去思考接下要怎麼走。讓我

們過程中其實一開始都很單純，覺得我們只是想

要去看看人家木瓜園怎麼搭，為什麼八八風災都

沒事，或者是沒有很大的損傷。可是我們這樣一

圈走回來之後再沉澱的過程發現，其實我們重新

看到我們想要走路線，就是我們就不再使用農

藥。也不再使用化學肥料，我們改用有機肥料。

然後接下來這過程中，我們又發現就是透過不斷

的接觸不同的農法。例如說自然農法友善耕作，

其實在花東一帶，我們去有有一些啟發。然後回

來之後，就慢慢的發現說，其實植物園有自己的

能力，我們其實就像小孩自己還是會長大，我們

只要適度的給予他對的環境，他其實可以長的很

好，不一定要給他肥料，所以我們後來就到現在

為止，就完全不吃肥不用藥的方式，就是連堆肥

都沒有，就是完全的友善種植。這樣子去耕作。 
（家慧）：這裡怎麼沒有擺來賣？ 

（GR-M1-45）起初沒有找資助

的想法 
 
 
 
（GR-M1-46）幫助家人能賣出

貨，開始學會自產自銷 
 
 
 
 
 
 
 
（GR-M1-47）風災對於美濃農

作物的傷害 
 
 
 
 
 
 
 
 
（GR-M1-48）環島成為重新認

識土地的契機 
 
 
 
 
 
（GR-M1-49）貫策自然農法友

善耕作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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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蓉）：想啦，但是目前沒有農產品。我們太

友善了，友善到都沒有農產品。今年會有，快要

有米了，這次連我們米都是用日曬的方式。 
 

 
（GR-M1-50）以友善耕作的方

式種植日曬米 

問題十三：你們後來會想要做留美計畫原因是？ 
（佳蓉）：其實做留美計畫，就是那時候，我們

覺得說，我們可以在老街上做些什麼。其實，就

我朋友在講就說：老街啊感覺都沒有什麼發展。

那你們要不要把做些什麼事？那時候其實有放在

心裡，就在思考但是還沒有太多想法，那後來那

時候講到留美計畫就是可以開店做些什麼。那也

不要想太多，那我們是直到，就是確定的空間也

租下來了。然後慢慢的就透過討論，才開始有了

現在這個樣子。當然不是一開始就長這樣，他還

是不斷的透過嘗試啊，然後討論、觀察、調整這

樣子。 
 

 
（GR-M1-51）參加留美計畫是

想為老街做些事 
 
（GR-M1-52）朋友的想法與鼓

勵 
 
（GR-M1-53）等到確定有承租

空間才真正開始經營 

問題十四：對永安老街的未來期許是？ 
（佳蓉）：其實我也不需要他太熱鬧，就說他不

需要發展像旗山老街那樣子。他其實可以慢慢發

展，有關他自己的文化的底蘊，就是長出他原本

的樣子。其實他本來就有他的樣子，只是當他的

樣子更清楚被看到，就是一個文化，然後在地的

人的呈現，還有常民的生活，跟我們自己在做的

一個精神是什麼？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然

後其實你如果那時候我記得我第一次，向啖糕堂

的老闆娘，那時候我還沒有來開店。他就說佳蓉

我很想辦一個市集耶，但是你知道傳統的如果辦

市集，同樣想法就會說我們把前半部完封街，然

後搭棚子，然後把大家都集中在公司裡面，這樣

子，如果是我辦市集我不想這樣辦，因為第一個

沒意義到哪裡都一樣，而且棚子搭起來感覺很

俗，對。我說，有沒有可能是我們可以請了很多

不同的一個工藝的，有特殊工藝、有特色的市集

朋友，我們讓它座落在這些有特色的名家裡面，

因為其實這裡面有些地方，他其實是他本身就是

有一些空間，當然這都要事先溝通，可是你想像

一下，如果那些空間例如說像那個林村、門樓那

邊可以有一個很特殊，跟他的那個整個景可以搭

在一起的，市集的攤位擺在那邊，或者是我們就

 
（GR-M1-54）老街不用過度發

展，慢慢成長就會有他的樣子 
 
 
 
（GR-M1-55）老街就是客家精

神文化的呈現 
 
 
 
 
 
（GR-M1-56）永安老街的發展

跳脫複製的老街文化 
 
 
 
 
 
（GR-M1-57）未來希望以市集

串連美濃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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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這個這一處的主人家，他就是導覽解說員，那

你看哦，這樣一路慢慢逛慢慢走，你其實就在認

識這條老街。而且你可能再走的過程中，就是有

別於以往的那種市集。你可能是走的過程中，可

能轉個彎就看到，有一個特色市集，那你同時發

現這裡的東西，是這裡才有的東西，對這樣的一

個方式，是不是讓更多的人他可以去認識這個地

方，而且他也會有幾個特色找出，被看見。當然

要做到這件事，可能還很多要努力的。 
 

（GR-M1-58）讓遊客在逛老街

的同時就已經慢慢認識老街 
 
（GR-M1-59）創造屬於在地特

色的市集 

問題十五：你們現在已經算是定型了嗎？ 
（佳蓉）：現在的我們，其實從我們回鄉到現

在，都沒有所謂的定型這件事我們會這樣，果然

紅這個品牌，我們其實會把他接近是一個變形

蟲。他一直一直在長出新的腳，也可能收回一隻

腳。所以其實我們有定型嗎？我覺得我們沒有定

型的時候，我們一直都在不斷與時俱進。 
 

 
（GR-M1-60）店的發展未來希

望能與時俱進 

問題十六：那如果有一些新的人也想要在永安老

街開店的話，有沒有什麼事就是一些建議？ 
（佳蓉）：我們倒是不敢給建議拉，但是就是會

覺得說… 
（家慧）：或是什麼鼓勵的話？ 
（佳蓉）：鼓勵就是加油！先跟地方打好關係！

還有空間釋出，其實很多人都來看過，就是我們

覺得也不錯的人想要進來，可是真的就找不到空

間，讓我覺得空間真是在美濃，這裡就是這樣，

就是說，當你有一些關係在的話，有時候可能就

有機會問到，哪裡的空間願意釋出，他可能不打

算釋出的，可是因為我跟你認識，所以我願意這

樣子，可能可以建立的關係是有關這個人脈的連

結、人際關係的連結這件事，因為這個可能是公

部門做不來，除非公部門他願意下鄉。 
（家慧）：我那時候就覺得他們整條街說要做留

美計畫，我就覺得是已經有聯絡好這條街的每一

個人嗎？才發現自己原來是自己要找房子，因為

永安街很長，目前主要就是這前半段會有人來看

得到，像編織的那間店就在很後面。 
（佳蓉）：草木生活，其實一開始就是一個藝術

空間，包含他也會有一些手作的課程，但不是很

 
 
 
 
 
 
（GR-M1-61）鼓勵未來年輕人

來創業必須先與在地打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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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為申請的老師他本身就是一位藝術家，那

裡一直有很多不同的特質，有小朋友、老師，小

咪老師的特色就比較喜歡創作為主，所以其實反

倒開店，可能對他來說不是，是適合開課。這個

空間其實持續有在運作，但是他就不是常態性，

就不像我們這樣子，必須開門營業。也就是我們

在留美期間的話，會要求我們就是一個禮拜，工

作五天一天八小時。沒有打卡，當然就是也不要

太誇張，就是說你五天開了三個小時這樣，他才

會抱怨，就說你們都沒開店，我說有是一點營

業，大家都覺得早上就應該開店。我們寫在鐵門

上，大家都沒有看。 
 

 
 
 
 
 
 
 
 
（GR-M1-62）開店必須要有固

定營業時間 

問題十七：目前你們一年做完的話就沒有要再繼

續申請？ 
（佳蓉）：其實不用申請啊。這個，只是合約是

一年內，就是你至少要照著它的遊戲規則，一年

這樣子，其實，我們當初開這家店，就算他計畫

沒有過，我們還是會開。我們是抱持這樣一個的

態度來做，就是作賤自己。作為經費來講，是一

個很大的支持。對就是用這樣的態度，你才能夠

長久經營。一年之後，我們還是會照正常的這樣

一個模式在開店。就像你剛問我們的，經營的型

態會怎麼樣，我覺得我們會與時俱進，搞不好到

時候這邊不用我們來這裡顧店，可能是返鄉的青

年，他們就可以協助問說，那個閒置器模組，這

都是我們可以去變化，彈性空間很大，只是說這

一年後我們就是把它基礎打好、穩定，提供大家

就可以提供這樣一個平台，可以去怎麼去做的一

個可能性這樣。 
 

 
 
 
 
 
（GR-M1-63）為了發展老街，

就算計畫沒過還是會來開店的堅

定信念 
（GR-M1-64）計畫補助經費是

給予創業得人很大的支持 
（GR-M1-65）需保持信念，長

久經營 
 
（GR-M1-66）經營彈性空間大 
 
（GR-M1-67）希望發展逐漸穩

定且有基礎 

問題十八：你們在這裡有發生覺得很感動的一些

故事嗎？或是印象深刻的事情？ 
（佳蓉）：像我們有時候會有市集，除了我們裡

面的櫃位之外，我們也會請潘潘咖啡、手沖咖

啡、他也是我們的多肉植物的工藝師，還會請來

自大樹的朋友南廂冰店來擺攤，另一個在地的返

鄉朋友，謝富田部的一新，我覺得那個過程中就

是大家一起坐下來，有時候擺攤也不方便出去吃

飯或不知道吃什麼，於是我們就會大家一起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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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然後就覺得過程中，就像一個大家庭，大

家坐下來一起在吃飯聊天，這樣子都覺得那是一

個大家可以互相分享。聚在一起，就是我們雖然

沒有親戚或家人的關係，但就像家人一樣。就是

在這過程裡面，我們也結識了很多好朋友這樣，

然後也有很多人因為看到我們做的事情，他們也

想來共同參與。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透過參與

的過程中，我們在做的過程會去吸引人，然後讓

大家又再聚集在一起，然後甚至就是還是回到一

個平台的工作，就是當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協助對

方，或是他沒有辦法支持到我們，當我們沒有辦

法合作也不是問題，就我們會幫他做一個媒合，

例如說誰更好，就是幫他媒合這個朋友，這個夥

伴或這個組織，而有更好的發展這件事，對我覺

得我們覺得這件事還蠻重要的，就是如何讓想回

來的人找到他想去的路。像我們曾經就有一個朋

友，他就是也是在地人，可是因為他爸媽都在外

面，很早就已經搬到外面去，但是他對美濃一直

都有情感，過年過節都還就會回到就是家族的老

家這邊，所以他就覺得說，他對美濃還是有情感

在，他想回來發展，那他就討論過後先回到現在

我們這裡打工換宿的一個練習，在這過程中，我

們也帶著他，透過活動的方式去認識更多美濃在

地的社團組織跟人，那他也從這裡面找到想要去

的方向。我覺得就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我覺得

合得來就合得來，不用每個都認識，對我來講是

這樣，他不見得跟你，有同樣方向的人，其實不

用去太在意。我覺得美濃，過去很容易會因為這

樣的一個影響，就是有想法跟我不同，所以你不

是跟我同道之人，我覺得，我後來就想開了，不

需要去迎合這樣的一個狀態，而這很重要的是，

如果我們在作對的事，那我們就去做。 
所以其實那些長輩，我們其實就不再在意他們，

就是你們有你們的情緒，或你們想做的事，那跟

我們年輕一代都沒有關係，就是一個切割，但是

我們還是敬重這些長輩。 
 

（GR-M1-68）合作夥伴像家人

的存在 
 
 
 
 
（GR-M1-69）吸引他人一同參

與 
 
 
（GR-M1-70）提攜後輩 
 
 
 
 
（GR-M1-71）讓回來的人可以

找到想去的路 
 
 
 
 
 
 
 
 
 
 
 
（GR-M1-72）不刻意迎合他人 
 
 
 
 
 
（GR-M1-73）做對的事情 
 
（GR-M1-74）敬重長輩但關係

劃分清楚 

問題十九：有沒有對這條街、或自己的期許？ 
（佳蓉）：我很早以前就一個期許，我覺得說美

濃，如果美濃每個人都是美濃的導覽解說員，其

 
（GR-M1-75）未來期許在地人

都能成為導覽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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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會是一個很棒的，因為，其實導覽解說其實並

不難，其實就是講故事，他不是編的故事，而是

你的生活經驗，因為其實我覺得人本身就是喜歡

聽故事，有些故事可能是編的，有些故事可能是

真的，可是在這個過程中，透過您的解說、分

享，我覺得用分享來講會更適合，就是透過分享

去認識一個地方。我相信這個其實會是很感人

的，那當每個人都可以去分享自己在地體驗、生

活體驗，其實是很棒的，其實就是導覽解說員，

可是其實並不容易，因為其實對很多人來講，他

就是跟我以前在都市生活是一樣，我們都汲汲營

營的在生活中過生活，但是但是卻沒有真正的在

過日子，可是我們沒有好好的過過生活，去認識

我們生活周遭，我們跟人的關係跟這個環境的關

係，這環境在這樣的環境裡面，有什麼美好的東

西，我們可能都錯過。為了生活而生活，過日

子。每個人在當他看到自己這個環境的美好時，

他就會知道，那我應該可以做些事讓他不同。 
 

 
 
 
（GR-M1-76）分享在地生活經

驗來認識地方 
 
 
 
（GR-M1-77）不同於都市的生

活體驗 
 
 
 
 
 
 
 
（GR-M1-78）體悟生活美好就

會想要更好 

問題二十：所做的這些意義是要發揚客家文化

嗎？ 
（佳蓉）：客家文化…應該這樣講吧，文化這種

本來就是生活啊，例如說客家話就是生活，當你

就可以理所當然講客家話，他已經在宣揚客家生

活，那文化也在這過程中傳承。其實，如果當我

們每個人都是這樣子，去踏實的過生活的時候，

其實你不用刻意做，他已經展現出了，就像我講

的每個都是導覽解說員，你都可以去分享在地的

生活、文化的時候，他就已經展現。 
 

 
 
（GR-M1-79）文化就是生活的

一種反映 
 
 
 
（GR-M1-80）踏實的生活是對

文化的一種展現 

問題二十一：會希望這裡的觀光人潮再多點人進

來嗎？ 
（佳蓉）：很矛盾的地方，就是你也不希望他太

熱鬧，但是也不希望他不熱鬧…就是應該這樣

講，我們要的不是所謂的像早期那樣國民旅遊，

而是一個有質感的旅遊，對來的人，可以為他們

創造什麼樣的一個旅遊體驗這件事，就是過往可

能就是走馬看花，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創造一個

是有品質的旅遊體驗，給比較深度的人，或者是

 
 
（GR-M1-81）讓遊客有質感的

旅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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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來沒有很久，但是有沒有機會可以讓他有不同

的體驗？不是來只是吃個板條就走了。 
（家慧）：連月光山雜誌今天也有刊登，他們說

外面的觀光客來，都只會去吃板條，但是很多店

給他們服務體驗也沒有很好。 
（佳蓉）：沒錯，應該這樣講，我們給外地人的

關係，印象好像就只有板條，就你自己去調查，

你同學好了，如果你們來美濃，或是妳的親戚朋

友來美濃，通常他們會做什麼？會去哪些地方？

我就問了我們的高雄朋友，大概十個裡面有七個

一定就是特地來吃板條，順便就是去哪裡走科文

館、鍾理和紀念館，美濃湖啊看看什麼這樣就走

了。他還講美濃什麼？還可以停留三天兩夜？真

的假的？不是半天就可以了嗎？甚至很多在地人

說：美濃有什麼好玩的？甚至很多在地的朋友，

他們自己都覺得不好玩，就是回歸到我們如果再

汲汲營營的在過日子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不認

識自己的家鄉，即便我生活在其中，真的！很多

朋友問我說：美濃是可以去哪裡玩？他是住者裡

的人，從小到大喔！他還會問同樣問題。 
（家慧）：那你現在會介紹什麼？ 
（佳蓉）：要玩得可多了！我覺得說，如果是外

地來的朋友，真的會推薦他們參加導覽解說，導

覽解說員會更認識在地，你可能就花了一次錢，

但是你下次來玩的時候，就會有不同體驗，因為

你已經可以自己去安排，你想要在美濃待多久。 
（家慧）：我覺得其實很多人他們都不知道從哪

裡去找導覽解說。 
（佳蓉）：這個其實也是我們需要去建立一個平

台，可能是我們，也可能是別人，但是這個部分

就是怎麼樣去安排，我們自己本身本來就是導覽

解說員，長安街團體，可是就會覺得真的人員不

夠，而且新一代要開始培養，不然其實現在很多

都是退休的老師。那你知道嗎？長者的身體會越

來越不好，可是現在新的導覽解說又出不來，他

就會形成斷層，但是導演解說這種東西，他又不

是只是看資料，很多東西是你要自己去累積出來

的。 
（家慧）：像是社區啊，昨天跟我一起來的，我

阿姨就是中圳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然後他們

 
 
 
 
 
 
（GR-M1-82）外地人的印象只

有板條 
 
 
 
 
 
（GR-M1-83）遊客多為短暫過

客 
 
 
（GR-M1-84）不認識自己家鄉 
 
 
 
 
 
 
 
（GR-M1-85）聽導覽確實可以

改變旅遊體驗 
 
 
 
 
 
 
 
 
（GR-M1-86）訓練新導覽解說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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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安排導覽、解說，但是大多數都是公司來旅

遊，不會像是背包客來，可以去知道的，因為好

像沒有特別一個平台說可以報名。 
（佳蓉）：對！以往果然紅這邊也會開團，可能

是老街結合、黃蝶翠谷的一日活動，或者是我們

其實在規劃的話，不會單一我們可能會有生態，

應該說有導覽解說，導覽解說可以有生態、有文

學、有人文，然後風味餐，那接下來就是老街的

導覽文化，或者是有 DIY，其實他就是這樣一天

很豐富的行程。 
（家慧）：也是在粉絲團開放報名嗎？ 
（佳蓉）：對，我們也會協助說，如果是團體的

話，我們也是可以，小團體或大團體都可以，但

是如果是大團體像是巴士，我們其實就會鼓勵

說，如果你們經費是充足的話，會建議一台車四

十人請兩位導覽解說員，為什麼？一個人帶四十

個人，第一個解說品質不好，因為你要兼顧這麼

多人，另一個聽的人，會擠不進去就不聽了，所

以其實，有時會覺得多花一個人的錢，真的照顧

到這些來聽解說的人，既然都來了，我們都花這

個錢跟時間，讓他就更有品質，因為真的有解說

員跟沒解說員差很多，像我在過年期間，就有幾

天的連假，我就每天都有所謂的導覽解說，然後

最主要是推廣，從文創中心講到南站，就還不到

那個紅綠燈，這樣子可以講兩個小時，那你想想

看，這條老街如果要講完，可能大概要三個小

時，從上庄走到下庄，可能不只兩個小時，我單

單美濃國小帶著社團的小朋友去認識這條老街，

因為社團都是下午的時間，所以三個小時的時

間，我們就大概講了四個半天，連條老街還沒講

完，如果真的要這麼深度去講的話。 
 

 
 
 
 
 
 
（GR-M1-87）安排豐富旅遊體

驗 
 
 
 
 
 
 
 
 
 
 
 
 
 
 
 
 
 
 
 
（GR-M1-88）打造深度文化認

識 

問題二十二：這條老街，比較明顯的文化特色

是？ 
（佳蓉）：其實就是最早期美濃第一街，美濃在

開墾的時候，最先發展的街道，他分上庄中庄下

庄，阿我們這一段是中庄，也就是說從開莊以

來，還有到日治時代，他其實一個經濟很重要的

中心，經濟貿易的行政中心，那像在這過程，最

早期是從上庄先開始，然後再慢慢的人口的增

 
 
（GR-M1-89）永安老街為開庄

第一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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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開墾的壓力，最下面那裡的話，他其實是生

活機能最好的，也就是那裡像別墅區一樣，你看

又有水圳經過，然後有水，生活起居，洗衣服什

麼都很方便。 
（家慧）：我覺得這邊的房子很多都改了。 
（佳蓉）：改的原因是因為，陸陸續續以來，地

震風災，然後很多人其實是想保存傳統的樣子，

可是你想像一下，一塊磚是三塊錢，一片瓦要二

十塊，那有沒有這樣的經費去請師傅來？然後花

錢去買這些資產，這個其實都是一般傳統人民家

經過考慮過後，那我直接在颱風過後、地震過

後，我就選擇琉璃岡瓦，一片這樣蓋上去就好，

鐵皮屋。事實上他還是有很多點，像警察分駐

所、林村雨門樓、錦興藍衫行、這幾個店家，欄

柵門，東門樓啊，還有其實整條有些在過程中解

說，你去想像那個氛圍，跟你一個人走在這條

街，自己走的時候，會覺得我來到一條普通的巷

子，是不一樣的。 
 

 
 
 
 
 
 
 
（GR-M1-90）無經費修繕傳統
民宅 
 
 
 
 
 
 
 
 
（GR-M1-91）有無解說所帶來

的旅遊體驗是不同 

問題二十三：認為這條老街未來的發展如何？ 
（佳蓉）：不知道，我們就且站且走，我們有個

理念，覺得說有些人會說你要發展老街，是不是

你的導覽解說不要收費？可是我覺得不能這樣，

因為導覽解說是一個，很專業的一個工作，他要

花時間去累積，如果那種隨便亂掰的，其實就會

被淘汰，在這過程中，如果你願意花錢去聽，你

會更珍惜你所聽到的資訊，所以像這過程裡面，

未來如果要培養導覽解說員，其實有一個很重要

的部分就是，他們會開始有使命感，然後開始認

識自己的家鄉，我相信會來的也是因為他想要知

道，認識自己家鄉而來的，阿這些人開始有使命

感的時候，解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跟結果，

透過解說你會更了解這個地方，你會更珍惜，其

實當這個地方有發生事情，你也會想要支持他，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說這個古蹟為什麼要保存，拆

掉很簡單幹嘛還要保存，當他了解這個歷史背景

脈絡，他可能會重新思考，對啊為什麼要拆，不

要拆啊，那就是我們文化的資產。 
 

 
 
（GR-M1-92）珍惜導覽解說員
是專業的工作 
 
 
 
 
 
 
（GR-M1-93）培養在地人對家

鄉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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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十四：回鄉後會有想過，在都市發展會比

較好嗎？ 
（元鴻）：沒有啊，在都市發展，薪水也沒有比

較多，我離開都市的薪水也才兩萬六，也是因為

這樣子，我決定不再做那個工作，然後那時候也

沒有想很多，就回來，回來就去種田。 
（家慧）：那來到美濃有比較關鍵的決定性動機

嗎？ 
（元鴻）：這個動機就是，決定自己要做生意，

因為我父親過世，所以就變成回家種田，也是種

木瓜。 
（家慧）：有覺得小時候的環境跟現在比起來有

相差很多嗎？ 
（元鴻）：我覺得沒有差很多，就是沒有什麼變

化，房子多一點，農田沒有變少，多了一些別

墅、一些住宅，比較裡面那裡，就都沒有變。 
 

 
 
 
 
 
（GR-M2-1）回鄉一開始是種田 
 
 
 
 
（GR-M2-2）長者逝世而成為種

植者 
 
 
（GR-M2-3）現在環境與回憶中

沒有太大變化 

問題二十五：在這個團隊裡，你是扮演什麼角

色？ 
（元鴻）：扮演，老來子，愚仲的角色。 
（佳蓉）：其實他很重要，是一個策略的角色。 
（家慧）：你們這樣經營到現在，元鴻有提出什

麼策略嗎？ 
（元鴻）：沒有提出策略，我是把它當作自己的

店在經營。 
（佳蓉）：他的心思比較縝密，他其實會去觀察

跟判斷。 
 

 
 
 
 
 
 
 
（GR-M2-4）當自己的店經營 

問題二十六：來到這裡至今有沒有動搖你的信

念？ 
（元鴻）：沒有啊，對我來說我是透過這家店，

來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其實我跟佳蓉的目

標是蠻一致的，因為我們常常會去討論，要怎麼

去帶動永安老街，雖然說我們不是生意最好的那

個，可是我們願意去思考，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練

習，因為我們之前是蹲點在自己的總部，就是我

們家那邊，我們辦活動都是在那裡，只是現在實

際去開一家店的時候，模式又會不一樣，可是我

們這家店，我們的背景是教育訓練出生的，因為

有這樣的背景，很多在運作的時候，在思維的模

 
 
 
 
（GR-M2-5）經營模式與以往不

同 
 
 
 
 
 
（GR-M2-6）教育訓練背景關

係，想法與一般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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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好或是人與人之間的模式，就會跟一般人想

的不一樣，就是三大支柱，你、我、他，就是從

我自己去做出發，怎麼去連結你之間跟他之間，

然後去得到支持，就是很多面向，所以你說到這

家店，會有什麼遇到困境或是挫折，挫折就是…
沒有特別多，也沒有重到說我不開了，我們是比

較所謂的正面思考，會想說我們可以再做些什

麼，就是因為來的人，這種東西都是來來去去

的，對你來說我們可能也只是短暫的過客，重點

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支持到你什麼，所以

像小菜老師，如果你有看我們臉書的話，小菜老

師主動找我們，談一談發現可以，跟我們小地藝

術日發展的面相是相同的，那就會想怎麼透過這

樣一個模式去創造新的火花，一個可能性，我們

就辦市集，之前其實都是大場的，小地藝術日或

是小孩趣市集，我們就變成是不一樣的模式，一

個店面是的經營，他能夠得到一些，像是提到的

一新，也是有進駐，可是一般，開始就會說也不

可能長久在這邊，他有自己的想法觀念，再透過

這些磨合，他可能想行不通，可能再轉個彎去找

出，適合她的模式，我們這家店一個好處就是

說，大家都可以來這邊試可能性，我們也是在創

造出，我們的初衷一個平台，如果因此可以讓他

獲利，讓他得到能提升他收入的，是我們樂見

的，相對的他來到我們這邊，可以讓我們也是一

樣提升我們的收入，或是讓這邊更廣為人知，這

也是一個相乘的，可是這些都沒有一定會是好是

壞，因為畢竟這是要長久的經營，跟累積，這幾

家店你訪談會發現，這麼做的只有我們這家店，

再做這樣一個模式，在美濃來說其實我回來到現

在，還沒有看到，可能有些人有想法或是想這樣

做，看到、聽到太多，說想要串連拉整合拉，或

是說要帶動所謂老街發展，導覽解說，再寫留美

計畫都是提這樣子，可是我覺得他們並沒有在記

得把這些東西，去把它落實出來，這也是後來為

什麼，決定要在這裡進駐開這家店的重要原因，

因為我發現說與其我要等你們去整合、或是串

連，我們這些在努力做這些事情的人，那我們又

有在小孩與小地的這些經驗，然後旗美地區的這

些，因為這些東西，剛好有這個空間、有這個想

（GR-M2-7）從自身出發與他人

連結 
 
 
 
（GR-M2-8）正面思考 
 
 
（GR-M2-9）創造新的火花、可

能性 
 
 
 
 
 
 
 
 
 
 
 
 
（GR-M2-10）提供平台-提升收
入與曝光度 
 
 
 
 
 
 
 
 
 
 
（GR-M2-11）有想法卻無落實 
 
 
 
 
（GR-M2-12）自身經驗成為開

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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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們就落實了，所以對我們來說，我們不會去

看說誰是對我們阻礙的，就像他說我們遇到阻

礙，我們會很快的就去面對它，而不是逃避它，

對，就是去把他大家看怎麼去能夠獲利得到成

長，就是繼續往前，去設立另一個目標然後就跨

過去，對我而言就是這樣子，像我今年還是繼續

去提我那個小地藝術日信義房屋的計畫，今年不

是用個人組，是用社區工作室，因為我想做更落

實在這個地方，所以我們在做不會去看或說，會

阻礙我們的事，看到目標，然後分階段，我們善

於把握機會，有些自己上門來，有些是透過機會

認識的，我們的出發點是彼此互相的支持，不是

只是單方面的我利用你什麼的，我們沒有這樣一

個想法，也是因為這樣子，我們才能長久經營下

去。 
 

 
（GR-M2-13）遇到阻礙，設立

目標，跨越往前 
 
 
 
 
 
 
 
（GR-M2-14）看到目標，分階

段且把握機會 
（GR-M2-15）長久經營是彼此

互相支持 

問題二十七：美濃吸引你的優點是什麼？ 
（元鴻）：我常常出去分享就會講，現在機會都

在農村啊，因為在都市裡面都飽了，感覺好像

說，大家都往都市裡面去跑，你往都市裡面，會

發現說他們一個生活模式，是那種生存的模式，

他們都是固定的，他們時間是拉長的，像我們這

邊九點就沒什麼人，可是他們那邊十點都是，可

是會發現說，他們可以做的事情都在有限的空間

裡面，重複的參與，可是你來到鄉下，你會發現

說有無限的可能性，我回來之後才找到我人生的

使命跟方向，可以發揮的很大，我們找到了當別

人愈不願意去做的時候，我們的機會就會愈來愈

大，像你說留在美濃有什麼吸引我們的，我覺得

可多了，因為美濃反水庫的關係，從那個時候開

始，社區凝結的力量，包含說，你剛提到導覽解

說的訓練這些的，其實很多的機會，他是可以很

多的資源可以透過上課、工作坊，像是奇美社

大，他們常常開那個邀請一些業界或是很厲害的

專家來到美濃，來辦講座，像我們這些願意學習

的，都是可以不斷去，成長的一個機會，去練習

的機會，或是我們可以拿在生活裡面，或說創業

理念，我覺得來美濃不錯，歡迎來申請留美計

畫。 
 

 
（GR-M2-16）機會在農村 
（GR-M2-17）生活模式成了生

存模式 
 
 
 
 
（GR-M2-18）有限的空間，重

複的參與 
（GR-M2-19）別人不做的，機

會越大 
 
 
 
 
 
 
 
（GR-M2-20）學習成長運用在

生活、創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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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十八：為甚麼取名果然紅？ 
（佳蓉）：這個名稱是我們在，有一年我們出去

賣木瓜，就聊天說有一天我們還是要走品牌路

線，那其實我們在種木瓜是這樣，就是說我們我

公公還在世的時候，都叫青果行寄到北部去，一

級到五級，級數越多就是越紅，可是寄台北會有

運送時間的問題，他必須寄出時是一級，也就是

說一般人不熟悉的話，會說那是青木瓜，就我們

所熟悉的，我們知道他已經帶有略紅，剖開來可

以看到一點點的紅跟木瓜的香氣，但是那樣的東

西好吃嗎？住北部長久的話都知道不好吃，因為

熟度不夠，像我們在採的話一定會採到三級，那

種三級在熟成的話，會特別有香氣而且特別漂

亮，漂亮在木瓜那個頭抓上去剛好五爪紅，非常

鮮艷的亮橘色，果然紅其實是說，水果自然紅，

我們期許我們的品質永遠都是最好吃的，當水果

是自然熟成，代表是最好吃的，所以我們叫它果

然紅。 
（元鴻）：我們那時候要去註冊時，去找會計事

務所的朋友去弄，後來他就說，你這個名字，不

用註冊也沒關係啊，因為誰會這麼不要臉，說自

己很紅的樣子，果然就會紅這樣，所以他連幫我

們註冊都不願意，後來還是有註冊，當時想說取

這個果然紅名字很好啊，叫起來又順又容易記，

果然紅，真的很紅，就一直沿用到現在，一般來

講，外人會以為是在賣火龍果的，所以我們後來

除了果然紅工作室以外，我在總部那邊是叫鄉野

學堂，在鄉野中學習的一個大自然的學堂，鄉野

學堂我們也是用很久，那是因為後來想說要經營

很多面向，我們就簡稱果然紅，會用農藝生活，

是在開這家店的時候，因為如果你是掛個果然

紅，人家比較不容易去了解說，這家店到底在做

什麼，我是把農業跟藝術結合在一起，然後再分

享我們的生活，所以就是農業是友善種植，藝術

創作，然後分享生活，我們所辦的活動，其實就

是在分享我們的生活，讓都市的人這些，來體驗

我們的生活，紛絲專頁就不會再另外經營，農藝

生活就跟果然紅一起，農藝生活就是解釋我們在

做的事情，這也是他的獨特性，很少人會把，農

業跟藝術跟所謂的生活結合在一起，這是我的武

 
 
 
 
 
 
 
 
 
 
 
 
 
 
 
 
（GR-M1-94）名字起源是由水

果做發想 
 
 
 
 
 
 
 
 
 
 
 
（GR-M2-21）品牌多面向經營 
 
 
 
 
 
 
 
（GR-M2-22）農業藝術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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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秘笈，為甚麼我會覺得是行得通，主要是因為

我們去日本新瀉，參加兩次第一次演出，第二次

自己去取經，在那過程中，他們也是把農業跟藝

術結合在一起，只是他們沒有發展到分享生活，

而且也是我們農藝生活就是小地藝術日，一個核

心價值，日本的很大，他們沒辦法像我們這樣一

個模式去創作，那我們的話，是把他落實在我們

的生活、日常裡面，我們只要辦活動的那天就是

小地藝術日，辦分享那天就是，包含這家店，他

是每天都在傳播這個精神，你看大地藝術日，可

能就分享三個，結束之後呢？他來交流我的小地

藝術日，那個日本人也很驚訝說，盡然還可以這

樣子，所以會有人覺得小地藝術日是模仿大地藝

術日，但不是從他的精神裡面在長出新的苗，我

們吸收的養分是，在地的精神跟文化，去把他現

在還在成長當中，我們也不知道會成長什麼樣

子，所以我今年小地藝術日，我是用兩年的期限

來做這件事情，不像說每一年都要去做，那也是

拉長扎根期，所以我會辦很多工作坊跟講座，就

是扎根的一個行動。 
 

 
 
（GR-M2-23）日本的藝文展成

為靈感來源 
 
 
 
 
 
 
 
 
 
 
（GR-M2-24）吸收在地精神與

文化成長 
 
（GR-M2-25）設立目標行動 

問題二十九：你們都有藝術的背景嗎？美編設計

都很好看、排版都很乾淨。 
（元鴻）：海報的話是光世老闆的設計師設計，

照片是小地藝術日的御用攝影師拍的，都是美濃

在地人，其實這個我們這家店，我們會找在地後

生，拍影片拍紀錄攝影都是，我們會把在地優秀

的人才集結在一起，然後像這個店面的陳設，就

是我們工藝師米粒，他看不慣他自己就會，皮革

布包，一開始的主色調都是我定的，因為我對於

美有自己的想法，原本是一桌就代表一個人，看

到其他店家都不會重視，可能是一個角落給你，

可是當這個你的時候，我覺得都會去重視這感

覺，為什麼會一桌桌，因為會淹水，所以淹水的

時候就會直接這樣拉起來，像是跑警察那樣，收

比較快，底下都不會堆什麼重要的東西這樣，拉

了就走，整個色調我也沒有大改裝潢，主要是省

錢，因為用這樣的技法來帶過，很多因為進來都

覺得很舒服，沒有那種壓迫的感覺，我們是在營

造你可以回家的感覺，是要支持就像是你返鄉的

 
 
 
 
 
（GR-M2-26）善用在地人才 
 
 
 
（GR-M2-27）對於美有自己的

想法 
 
 
 
 
 
（GR-M2-28）營造回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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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不會一直待在家，你搞不好會來這邊走

走、看看，這樣就會讓人家很驚艷，整個格調，

就是會吸引人進來，現在吸引最多的就是要來買

麵包的人，因為我們這家店看起來比較吸引人，

我都還沒做很多裝置！ 
 
問題三十：您的工藝技術是自己學的嗎？ 
（元鴻）：過去所累積下來的，石雕是在高雄十

五年前學的，稻稈編織是跟草木生活李彥霖老師

學得，其實他來我們社區教，然後在他教了到桿

編杯墊，然後剛好那時候我被受邀到科文館處

館，我用他的技法，做了很多做了帽子，做了立

體的稻草人，反而因此多了很多受邀出去教學的

部分，那也是增加我們很多收入，其實我們在發

展就很專一，不會說跳來跳去，所以變成說，每

個工藝師，米粒就專心發展他的布包，然後那個

種子桃時機就發展種子，多肉植物就多肉植物，

其實這樣的話就不會重疊線，大家都做得有聲有

色，然後他向米粒布包，工作量訂單很大，所以

我們有會很適度的去幫他接一些單，讓他可以變

教學課程，辦 DIY 的活動，這樣就會變成說會是

很多面向的，我們在跟老師學編織，這就可以發

展成之後 DIY 的活動，所以你看，這家店，間接

的可以成為一個主角，然後這個就可以成為一個

平台，可是一般店家就比較不會這麼想，就想要

賺錢來客要多，剛剛佳蓉有提到，其實我們大家

是一起成長有獲利的空間，然後我也可以有喘息

的時間，因為夥伴可以幫忙顧店，我們就少了很

多人力，不然我們就沒辦法好好接受訪談，其實

我們蠻大的收入都是去辦活動，導覽解說、教

學，其實面向你可以去細分，去看說每家店的模

式都不一樣，在鄉下來說，是蠻新的，我們的好

處是我們願意去嘗試，去做實驗去做練習，我們

再從錯誤中去做修正，去改正，重點是我們有清

楚的目標去做，要創造那個願景是什麼。 
（家慧）：有沒有人嫌產品很貴？ 
（元鴻）：會啊，其實很多客人來會問，有沒有

折扣，買多可以算便宜嗎？通常都是我們的工藝

師破了這個例，我自己在賣是不會給折扣的，我

會說我們這裡都是手作，手作是很辛苦的，而且

 
 
（GR-M2-29）學習成長且把握

機會 
 
 
 
 
 
（GR-M2-30）工藝師發揮各有

所長 
 
 
 
 
（GR-M2-31）互相學習發展課

程活動 
 
 
 
 
 
 
 
 
（GR-M2-32）目前最大收入是

活動與解說 
 
 
（GR-M2-33）錯誤中學習改

正，知道目標與願景 
 
 
（GR-M2-34）手作產品賣的是

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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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都是創意，那這些人都是我們支持的返鄉青

年，如果您支持他的話，不要去殺這個價，因為

少個一兩百對你來說沒什麼，對他們來說就是一

個生活收入的減少，我們都說要支持返鄉青年，

可是你又要殺人家的價錢，沒有意義啊。 
 

（GR-M2-35）支持返鄉就請不

要殺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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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夫生活（NF） 
訪談時間：2019/05/08 
受訪者：溫靜怡（M3） 
受訪者背景：濃夫生活－喜樂屋檸檬手作坊，是由一對夫妻從屏東高樹鄉，也是

南部客家六堆之一的客家人，來到美濃創業的，透過留美計畫來到美濃創業之青

年。專門種植無毒檸檬的小農，展售高屏地區小農產品，以及供應輕食餐點，店

面提供友善空間，舉辦 DIY 活動與展覽、教學。 

訪談內容 開放型譯碼 
問題一：想問一下是什麼樣的決定性動機驅使你

們來到美濃來投入這件事情？ 
（靜怡）：是因為剛好有那個培力計畫，留美計

畫，所以我們才會選擇來這裡。 
（家慧）：那在這之前有在美濃住嗎？還是是後

來才來的？ 
（靜怡）：我們沒有住在美濃，我們住在高樹。 
（家慧）：高樹是在？ 
（靜怡）：屏東。 
（家慧）：來這裡會很久嗎？ 
（靜怡）：二十分鐘。 
 

 
 
（NF-M3-1）透過計畫來美濃 

問題二：你們來這裡參加留美計畫是有夠過貴人

介紹嗎？還是是自己找的？ 
（靜怡）：哦對啊！啖糕堂介紹的。 
（家慧）：所以跟啖糕堂是朋友嗎？ 
（靜怡）：對！ 
 

 
 
（NF-M3-2）貴人是朋友啖糕堂 

問題三：那你們這間店目前發展的方向是？ 
（靜怡）：我們自己本身是農夫，所以我們比較

著重於在農業上的發展，然後推廣我們自己種的

無毒檸檬。 
（家慧）：那你們主要是在種檸檬嗎？ 
（靜怡）：對！ 
 

 
（NF-M3-3）本身是農夫，推廣

自己種的無毒檸檬 

問題四：店裡面有很多不一樣的產品是都是認識

的朋友放在這裡嗎？ 
（靜怡）：對！都是我們認識的小農自產自銷的

產品。基本上，我們在店內所販售的，我們都是

直接跟小農買斷，我們不是用寄送方式。 
（家慧）：哦哦你們是直接跟他們買斷。 

 
 
（NF-M3-4）買斷小農商品，幫

助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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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怡）：對！ 
（家慧）：這樣可以幫助他們。 
（靜怡）：對！這才是對農民有實質上的幫助。 
 
問題五：這裡有檸檬乾，你們除了種檸檬，其他

那些檸檬加工品，都是自己用的嗎？像是清潔劑

那些。 
（靜怡）：像清潔劑委託那個廠商製造的，像是

檸檬烘乾，這部分算是初級加工製造，本身就有

一個小型的食品加工室，那個是合法的可以自行

的初級加工，就可以自己自己操作。這樣子可以

開發到很多新的東西。主要是初級加工像是是鳳

梨果乾拉，那種不需要再透過醃漬只要是原味

的，然後是直接看得到形狀型態，能跟原始的水

果不會差距太多的話，基本上都算初級加工。這

都可以在小型的加工室可以操作。 
 

 
 
 
 
（NF-M3-5）有小型食品加工室 
 
 
（NF-M3-6）製作初級加工食

品，不失原味原型果乾 

問題六：你在這個團隊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靜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哦～基本上就是產

品的開發，然後在店面上的經營，然後採購這樣

子。 
（家慧）：那你們的團隊就是你跟你先生兩個人

嗎？你們平常都是怎麼分工的？ 
（靜怡）：分工～比較店裡的工作是比較就是由

我來負責，田裡的，或者是在對一些像是文書部

分的行政部分的業務，就是老闆負責。 
（家慧）：像是文書、計畫那些，像是當初留美

計畫也是您先生寫嗎？ 
（靜怡）：對！ 
 

 
（NF-M3-7）產品開發、經營、

採購 
 
 
 
 
（NF-M3-8）老闆娘負責店經

營，老闆負責田裡、文書、行政 

問題七：那你們目前最主要的經營特色？ 
（靜怡）：我們是還是一樣，就是推廣我們自己

種的檸檬，然後搭配就是跟檸檬有相關的，像是

愛玉或是豆花，豆花我們也開發了像是檸檬豆花

的商品，對！然後像是在店內比較，就是因為你

竟然其實應該可以看到，菜單上，其實就跟檸檬

有很多的連結，像是就是像咖啡我們也會加檸

檬，在外面比較少看得到的一些跟檸檬相關的東

西，那我們就想要把檸檬的特色加重，做一個就

是讓消費者有不同的體驗。 

 
 
 
 
（NF-M3-9）開發各式檸檬相關

產品 
 
 
（NF-M3-10）強調檸檬特色，

讓消費者不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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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慧）：那你們有沒有就是…目前就是以檸檬

為自己的一個優勢嗎？ 
（靜怡）：恩！ 
 
問題八：那你們來到美濃，有跟想像中的不一樣

嗎？ 
（靜怡）：其實我們住在高樹，高樹離美濃就是

一個橋過去的距離而已。對高美大橋的距離而

已，其實高樹跟美濃很相像的是因為都是在六堆

裡面，我們算是同一堆，然後我們也一樣都是客

家人，所以其實這個環境上不會有太陌生感，然

後基本上我們也都算是同一個支流，是荖濃溪的

支流，所以其實兩個都是算水源保護區，所以農

業的型態其實很像，只是我們高樹他比較著重在

農田的水果的生產，然後在美濃這裡是比較注重

在穀類像是豆類的，然後是白玉蘿蔔之類的產

品，在生產水果比較少，高樹的話就是以這個為

多，所以那個地形樣貌看起來就不太一樣。 
（家慧）：所以你們來到這裡工作的話，其實跟

在高樹的差別應該是沒有到很大？ 
（靜怡）：我們都是鄉村啊。 
（家慧）：妳先生是？ 
（靜怡）：我先生是閩南人。 
（家慧）：客家話對他來講？ 
（靜怡）：簡單的話，會聽拉，如果要對話就可

能沒有那麼快。 
 

 
 
 
 
 
（NF-M3-11）都是六堆的客家

人 
 
（NF-M3-12）環境不會太陌生 
（NF-M3-13）皆為荖濃溪支

流，農業型態相像 
（NF-M3-14）高樹著重水果生

產，美濃注重穀類豆類 

問題九：那從推廣檸檬這個產業，至今營運多久

的時間了？ 
（靜怡）：我們回來務農今年算是第六年開始，

從檸檬開始的話是已經五年了。 
（家慧）：所以當初回來務農的時候，不是一開

始就直接做檸檬？ 
（靜怡）：一開始是做銷售的部分，然後再來就

進階到自己種植，種植我們就開始種檸檬，但是

一開始我們還沒有開始做加工，是慢慢開始做加

工的。 
 

 
 
 
 
 
 
 
（NF-M3-15）從銷售到自己種

植最後做加工 

問題十：想問你們就是你們當初是什麼樣的一個

決心，就讓你回來做務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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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怡）：就是工作上，就想要換一個工作環境

簡單來說就這樣子。 
（家慧）：那換到這個工作環境，有沒有有一些

收穫？ 
（靜怡）：收穫！當然有啊，其實現在也是自己

創業嘛～就算是自己創業，但所付出的跟以前在

上班時間當然會更長，但是他所獲得的會比以前

只有當員工的態度上是不一樣的。 
 

（NF-M3-16）想換工作環境 
 
 
 
（NF-M3-17）付出與獲得的感

受不一樣 

問題十一：在這裡的話，你們有跟社區發展友好

的關係嗎？ 
（靜怡）：就是目前這條老街是客委會他極力發

展的一個重點項目吧。然後這條老街算是第一條

街，所以其實很有它的歷史價值，然後還有他的

故事。然後，我們其實會在這條老街，我們也希

望可以讓這條老街更加活化、更加舒適，所以我

們在今年也開始有成立這條老街的一個協會這樣

子。 
（家慧）：是什麼樣子？ 
（靜怡）：就永安老街的協會啊，就是我們這幾

個店家，加上附近的一些店家，然後有意願想要

在這裡就是發展美濃，不單純只有針對這條老

街，就是發展美濃觀光的啊…就是，反正對美濃

好的就可以加入這個協會這樣子。 
 

 
 
（NF-M3-18）老街是客委會的

重點項目 
（NF-M3-19）為第一條街、有

歷史、有故事 
（NF-M3-20）在這裡是希望活

化老街 
 
 
 
（NF-M3-21）創立永安老街協

會 

問題十二：那我想問一下說，你們這間店有沒有

結合到美濃的客家元素？ 
（靜怡）：像是我們還是以農業為主，就是結合

在地的食材，像是野蓮就是當地的食材，我們會

用野蓮結和我們的檸檬，野蓮的檸檬飲，就一個

喝的飲品，然後我們店內也有販售野蓮農友所開

發的野蓮水餃，然後就是當地的一些農友，我們

也有部分的合作這樣子。 
（家慧）：你們的合作就是透過跟他們買他們的

產品？ 
（靜怡）：對一部份就是產品然後幫他們推廣商

品。 
（家慧）：留美計畫拿時候是透過啖糕堂介紹，

那跟啖糕堂是怎麼樣認識的？ 
（靜怡）：我們是教會的會友。 
 

 
 
（NF-M3-22）開發野蓮檸檬飲 
 
 
（NF-M3-23）販售在地農友開

發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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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二：參加留美計畫之前，有參加過什麼公

部門的一些政策？ 
（靜怡）：留美計畫應該算是我們的第一個，之

前都是在屏東，我們都是參加屏東的一些市集的

展售、一些活動就這樣，比較像是到外面去擺攤

這樣子。 
（家慧）：那你們現在這樣來參加這個計畫是第

幾年了？第一年？ 
（靜怡）：第二年．一年邁向第二年，還沒到兩

年吧。 
（家慧）：你們當初是參加幾年的計畫？ 
（靜怡）：他其實我們到今年的，只有今年度的

開始才是四年一個，以前都是一年就五十萬，那

他們是今年度才調整到四年五十萬，所以在這之

前的前六家其實都是一年。 
（家慧）：你們是前六家店？ 
（靜怡）：對！我們是第四家開的，所以只要這

一年滿，他就會補助你五十萬這樣子 
（家慧）：你們家是第二年，有打算繼續在這裡

推廣嗎？ 
（靜怡）：有阿有啊！當然是持續做。 
 

 
 
（NF-M3-24）第一次參與計畫 
（NF-M3-25）過去多在外擺市

集 
 
 
 
 
 
 
 
（NF-M3-26）留美計畫補助年

份有更改 
 
 
 
 
 
 
 
（NF-M3-27）計畫期限過了還

是會持續做 

問題十三：那到現在目前邁入第二年，有遇到什

麼困難嗎？或是一些挑戰、挫折？ 
（靜怡）：挑戰是因為我覺得整個是跟大環境，

整個美濃的觀光人潮，美濃就是屬於一個觀光景

點，他的觀光人潮本來就比較侷限於他…就是可

能有蘿蔔祭的時候，就是秋轉冬夏轉秋那個時候

開始，然後農作物比較多的時候，他們人潮才會

慢慢進來，然後在四月到九月這段期間，其實都

算是美濃的淡季，然後，又就是因為有雨季，然

後就是比較悶熱，這樣的話遊客其實就進不來。

然後通常就是很多人來到美濃，大概就是吃粄

條，吃一吃可能就走了，就往杉林甲仙那個方向

去，就比較不會長時間在美濃停留很久，還有一

個問題就是美濃的景點其實都很分散，所以他沒

有辦法說，他完全就是把車停一個位置之後，她

可以用徒步的方式來逛這些景點，所以就會導

致，就是沒有辦法做一個很完整串連，景點跟景

點之間，店家跟店家之間這樣子。 

 
 
（NF-M3-28）觀光人潮比較侷

限 
 
 
 
 
（NF-M3-29）淡季時間長 
 
 
（NF-M3-30）多數人來只吃粄

條 
（NF-M3-31）滯留時間不長 
（NF-M3-32）景點位子分散 
（NF-M3-33）不好停車 
 
（NF-M3-34）景點與店家無法

完整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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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慧）：像是停車就很不方便，然後店家也是

離很遠。 
（靜怡）：其實美濃這裡有幾個算是比較大的停

車場，可是因為他大的停車場都在比較郊外一點

點，所以停好車子，卻沒有接駁工具，所以你必

須要用徒步的方式，再走進來說，或是這附近有

其實有一些可以承租腳踏車的地方，那你可能必

須要做這樣一個承租的動作，之後你才有辦法好

好的去用徒步或者是用騎腳踏車方式來逛美濃，

那其實美濃，很適合用騎腳踏車的方式，因為美

濃其實就是一個很鄉村很純樸的地方，然後發展

其實沒有那麼商業化，其實有一個優點，就是你

來到美濃，你其實可以看到一些蠻原始的生活狀

態，而且沒有很商業化就表示說，這些的居民還

是就是在這裡生活，所以可以很深刻的去體驗到

就是當地居民的生活形態、生活的方式，他們也

不會受你影響。然後，當然有時候你們可能遊客

多了，有些老人家可能會比較介意，可是像這樣

他們應該習以為常，就是美濃就是一個觀光地區

的鄉鎮，只是說他的繁榮沒有這麼迅速、這麼

快。 
 

 
 
 
 
（NF-M3-35）郊外才有大停車

場 
（NF-M3-36）沒有接駁，只能

選擇徒步或租腳踏車 
 
（NF-M3-37）適合騎腳踏車觀

光 
（NF-M3-38）沒有很商業化發

展 
 
（NF-M3-39）可以看到當地居

民生活型態、方式 
 
（NF-M3-40）觀光帶來的改變 
（NF-M3-41）沒有發展那麼迅

速的觀光地區 

問題十四：那你們會希望觀光人潮趕快進來嗎？ 
（靜怡）：其實，我覺得這是很…站在我們自己

是經商的一個角度來看，你會覺得說好像人多一

點進來的話，好像就是人多了，當然就是經濟上

發展就會比較好，可是如果說是以站在就是我們

是美濃居民的角色來看的話，你會覺得這些遊客

來，遊客進來其實帶來很多很多的問題，一個就

是你停車，會造成當地居民的一些混亂，然後第

二就是你會帶來一些垃圾，會帶來一些不必要…
像是你看我們對面是美濃國小，那他國小，現在

不能強制說你廁所都關起來，不讓人家使用，可

是有些遊客，就可能比較…道德感沒那麼重的

話，其實就會隨便使用，就會影響到小朋友他們

可能星期一就要做打掃，小朋友，他們其實沒有

請那些打掃的阿姨，所以他們自己要掃，所以對

他們來講，就是一個很大困擾。然後，你去借用

廁所，是不是造成的環境上的一些汙染啊、破壞

啊。然後小朋友如果有時候，他們可能在學校辦

 
（NF-M3-42）以經商角度看，

希望人多 
 
 
（NF-M3-43）人潮無管制，造

成當地人混亂 
 
 
 
（NF-M3-44）影響公共環境衛
生 
 
 
 
 
 
（NF-M3-45）大量觀光客可能

會影響國小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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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什麼活動，那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安全，其實

這些都是…可能就是以當地居民的角度來看的，

你就會比較不喜歡這樣的一個感覺。但是從商業

行為來看的話，當然就是遊客越多，帶來的發展

會更好、更多這樣子。 
 

 
（NF-M3-46）以不同角度想的

矛盾心理 

問題十五：那目前這樣子營運，觀光客進來店裡

回嫌價錢太貴嗎？或是要殺價嗎？ 
（靜怡）：我覺得要看欸，我覺得我們的商品其

實便宜到十塊錢也有，那你要貴到可能大概三、

五百的也有，那我們其實是就是看你個人需要些

什麼樣的商品。那我們基本上現在的農業發展到

現在，我們很強調的就是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天

然安全。那相對的天然安全的東西，它的單價就

不會太低，你不是一般就是慣行農法的，或者是

一般在菜市場所購買得到那些東西，所以基本上

你就是會有一個第三方的一個篩選的標準，那如

果你信任我們店家，來我們店家選購商品的時

候，你就不會有太多的疑問說，說你們這些你們

的商品是不是有符合標準啊？有沒有什麼噴藥，

或者是說是不是吃了安不安全之類的這些疑問，

基本上，我們地方就是篩選掉了，如果不好的東

西，其實自己就不會記進，我們自己不敢吃東

西，我們不會進到店裡來。 
 

 
 
（NF-M3-47）便宜到貴的商品

都有 
 
 
 
（NF-M3-48）商品天然，不是

隨便買得到 
 
 
 
 
（NF-M3-49）消費者信任店家

就不會有疑慮 
 
（NF-M3-50）自己不敢吃不會

賣 

問題十六：那就是來到這裡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

的回饋？有些客人會過來跟你們建議什麼的？或

是一些故事？ 
（靜怡）：其實在這裡，鄉下其實老人家滿有人

情味的，就是客家村裡面大家就是在外面經過，

鄰居就會問你吃飯了嗎？吃飽了嗎？這就是，寒

暄的一些文化吧，然後若是遊客的話，遊客基本

上就是來來去去，但是有些遊客就是對於農業上

的一些知識上的一些方面…因為我們是農民嘛，

就是他們會想在農業上…他們就會想要多聊一

些、多知道一些，比如說你們檸檬怎麼種植啊？

或者是有一些農業上的問題，剛好，我們就是是

在這部分就比較…我們比較能夠能夠給消費者一

些解答，那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有來有往，是一

個很好的互惠，然後就這部分遇到滿多的，因為

 
 
 
 
（NF-M3-51）有人情味、寒暄

文化 
（NF-M3-52）遊客來來去去的 
（NF-M3-53）遇到農業問題會

熱心解答 
 
 
 
 
 
（NF-M3-54）有來有往、是一

種好的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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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聽到我們是農民，他們就會問一些像農業相

關的問題，這比較不一樣的地方。不是比較不像

是一般的店的型態，不像一般的商業的店家型

態，就是你買完東西，你就準備要走，我們的店

其實我們希望就是遊客來、觀光客來，可以坐下

來好好的休息，其實美濃很少有這樣的一個地

方，你如果可以好好坐下來休息一下，其實我們

都很願意跟你就是好好的聊一下，像我們都會問

客人說從哪裡來的啊？想要去哪裡玩？畢竟我們

就是好想要推廣美濃，有些客人可能就會想要知

道說，美濃還有什麼地方可以玩？可以去？然後

有一些值得推薦的景點給他們這樣子。 
 

 
 
（NF-M3-55）可以買東西、坐

下來休息 
 
（NF-M3-56）美濃很少有這樣

的店 
 
（NF-M3-57）樂意跟客人聊天 

問題十七：那你們除了啖糕堂介紹外，你們本身

就很喜歡美濃嗎？ 
（靜怡）：我們對美濃真的還滿有好感的，是因

為其實跟高樹還滿近的，所以我們當初其實沒有

選擇住在美濃，是因為其實距離很近，所以我們

覺得好像也還可以接受這樣的通勤的距離，美

濃，我本身就是客家人，所以在語言溝通上比較

沒有什麼障礙，所以我就部會覺得說，我好像來

到一個陌生的一個城鎮這樣子。 
（家慧）：那在我的研究中，你們是透過留美計

畫來到美濃發展，所以在這裡統一稱作你們為留

美青年。 
（靜怡）：恩對對！ 
（家慧）：因為我覺得以往不是回到自己家鄉的

青年，都稱作下鄉。 
（靜怡）：哈哈哈下鄉… 
（家慧）：這個名字不是說很好聽。 
（靜怡）：對… 
（家慧）：那在這裡統一稱你們為留美青年哦。 
（靜怡）：好對對！ 
 

 
 
（NF-M3-58）對美濃有好感，

距離近 
 
 
 
（NF-M3-59）同為客家人，不

陌生 
 
 
 
 
 
（NF-M3-60）命名方式的認同 

問題十八：那目前營業的階段性，有什麼樣的成

果嗎？ 
（靜怡）：其實都還在努力中，因為畢竟其實算

才第一年剛結束，然後邁入第二年的這個階段，

今年慢慢有起色，是因為大家互相連結在一起，

以前，我們這條街大概真的有在營運，可以看得

到就我們這三家店，以前大家是很分散的，你可

 
 
（NF-M3-61）店家彼此有連

結，慢慢有起色 
 
（NF-M3-62）剛開始很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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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沒有辦法說，可以一連串這樣逛下來。現在有

三家店之後，覺得一個集聚的效應，雖然只有三

家，可是這三家的效應就還蠻大，所以就在今年

的從過年後，就可以慢慢感覺到業績有提升的，

但是因為到四月、五月之後，開始慢慢的就整個

大環境，就是美濃的淡季，那淡季你可能就沒辦

法去控制，說為什麼沒有人潮，就是一個大環境

的問題，對我們就必須說，你可能就要開始在做

其他的吸引客人的方式，譬如說我們二樓其實是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用餐空間，讓我們可以把它當

成一個食農教育的教學的課程的教室，然後一些

DIY 的一個課程都可以這樣的二樓來舉辦，那像

我們這禮拜就是母親節的前一天的一個活動，就

有接待一個教會，他們就是剛好要來辦一個喜愛

的一個活動，所以我們就是慢慢的在拓展我們二

樓使用的空間上的活化這樣子。 
（家慧）：就是再來會開始辦一些課程，我也覺

得你們可以教做檸檬塔。 
（靜怡）：檸檬塔，我不太希望就是跟因為，畢

竟我們跟啖糕堂，蛋糕是他們的專業，我會去避

嫌到這個部分，所以只要跟糕點類有關的東西，

我盡量就不去碰觸。我們就做好我們的，雖然是

檸檬相關的東西都可以做，但是我們還是先把我

們自己覺得可以做得部分，先教作這樣子。 
 

（NF-M3-63）集聚效應，業績

提升 
 
 
 
 
（NF-M3-64）淡季如何吸引人

潮 
 
 
（NF-M3-65）舉辦教學活動 
 
 
 
 
（NF-M3-66）閒置空間的活化 
 
 
 
 
 
（NF-M3-67）不會去搶別的店

家專業 

問題十九：有沒有想過營運幾年，然後如果沒有

達到效果，會有打算要再繼續嗎？還是看會換跑

道還是怎麼樣？ 
（靜怡）：以目前來講的話，還是會持續的做，

是因為我看到這裡其實是有發展的未來性，所以

我們並不會說我一年領到這些補助款之後，我就

覺得好像客人沒有進來沒有起色就選擇離開，如

果是這樣子的話，我們今天可能店內的裝飾、裝

潢就不會用的這麼認真這麼用心來做。所以這些

當初我們承租這些是完全是空的，所以這道牆

啊、這些東西其實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做的，那花

下來這些一百多萬的投資成本，其實不算低，但

是我們就是當初就覺得說，不是想要跟你這種五

十萬領完，我們就走的這種態度，所以我們就是

決定要做，我們就好好做，雖然這種沒辦法去控

 
 
 
（NF-M3-68）看見未來性，會

持續做  
（NF-M3-69）不會補助款領完

就走 
 
（NF-M3-70）用心的店內裝潢 
 
 
 
 
 
（NF-M3-71）決心要做就好好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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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但是我覺得相信就是，你只要做了像啖糕堂

這樣子啊，你只要做了然後慢慢就會有人看見，

就知道現在有很多，就是我們想要打出你可能想

到檸檬，就會想到我們，你可能來到美濃，想到

我想要找個休息的地方，就會想到我們，我們就

想要塑造這樣一個氛圍。 
（家慧）：那可以冒昧問說，你一個月營收？ 
（靜怡）：如果是月的話我沒有辦法跟你講，但

是以年來算的話，可能平均，平均大概在，去年

度比較沒有那麼好，可能大概在六到十之間。 
（家慧）：每個月嗎？ 
（靜怡）：上下。我們還是有其它的，不是單純

只有店，我們自己還有自己的出貨，就是我們有

自己的訂單，然後自己的平台，然後自己的一

些…然後零零總總加一加，或許是有到這樣的範

圍內，還在投入中。 
 

 
 
 
（NF-M3-72）做出特色，客人

可以主動聯想 
 
 
 
 
 
 
 
（NF-M3-73）有自己的訂單維

持經濟 

問題十九：那有沒有想過永安老街未來可以發展

成怎麼樣的一個規模嗎？ 
（靜怡）：其實我不會很希望他變得很商業化，

因為我覺得來美濃玩的人，其實他們是喜歡漫

遊，他不會是想要就是像旗山老街這樣，一個商

業型態這麼重的氣氛，然後永安老街也變成這樣

的一個型態，我自己在經營，我就不太喜歡變成

這樣子，然後像是台南振興街啊，或者神農路，

我也覺得那種型態很商業了，所以我覺得還是維

持現貌，然後慢慢慢慢的做，然後，慢慢的可能

會有一些這邊當地的一些居民可以看到說，這條

老街其實慢慢有被活化了，然後他們願意釋放出

他們自己的房子出來，承租給就是有意想要來這

條老街一起發展的這些朋友們，那我覺得就是這

樣子操作的話，我覺得會比較會比較有未來性，

而且就是進來的店家，就是不要這麼的商業，商

業感這麼重，我們就不想要把這條街變成像夜市

這樣子。 
（家慧）：就是希望他們有自己的想法。 
（靜怡）：對！所以我們的房子都沒有很老，除

了我們這兩家，然後果然紅跟我們差不多年資，

那其他有些翻修過，你看不出他們房子的故事，

就比較可惜的地方，但是我覺得重點其實房子當

 
 
（NF-M3-74）希望是漫遊的方

式來 
（NF-M3-75）慢慢發展，不要

太商業化 
 
 
 
 
（NF-M3-76）街區活化被看

見，當地居民願意釋出房子 
 
 
 
 
（NF-M3-77）未來的店家商業

感不要太重 
 
 
 
 
（NF-M3-78）有些房子翻修過

看不出故事，但只是加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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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只是一個加分的動作，如果說他今天他所經營

的心態，是一個比較屬於對跟當地有連結，然後

做一個幫助當地一些文化的推廣，類似像這樣的

店家來的話，我們覺得也會有很大的幫助，就像

文創館，他們雖然其實他們是以前的那種舊式建

築，他們加入很多新元素在裡面，可是這建築物

就還是有新的有舊的，就這樣合併在一起的時

候，他還是把原來的建築物維護得很好。就希望

這樣子慢慢的發展。當然這是需要時間，那我們

也是就是希望可以慢慢的去做到這一點。 
 

（NF-M3-79） 與當地連結或是

幫助文化推廣的店來 
 
 
 
 
 
 
（NF-M3-80） 慢慢發展需要時

間 

問題二十：那你們之間房子要租的時候，也是透

過啖糕堂介紹嗎？ 
（靜怡）：也不是欸，還好那時候是客委會的主

任，就是科文館的主任，他剛好有幫我們媒合到

這間的房子，我們也是找了很久。 
（家慧）：聽說有幾個本來要參加這個計畫，但

是都是因為房子問題，後來沒有。 
（靜怡）：這條老街其實要承租到房子，其實很

不容易，我們算是還蠻幸運，可以租到我們還滿

符合心裡想要一個房子的型態，然後讓我們可以

很自由，我們房東人很好，就可以讓我們自由的

去，就是規劃自己想要的空間這樣子。 
（家慧）：你們也是這樣租一整棟？ 
（靜怡）：對是兩層樓的老房子。 
（家慧）：這樣多少租金？ 
（靜怡）：租金大概就一萬多。 
（家慧）：這裡租房子我覺得很便宜。 
（靜怡）：可是你要看他的那個，就是淡旺季。

房價、房租來講的話，就是你要說便宜，我覺得

算中等，你要說很便宜嗎？我覺得還好。 
（家慧）：就覺得以後的我越來越多間店，這房

租應該會越來越漲。 
（靜怡）：會啊當然會漲，我覺得就是一部份也

是幫助當地的居民，讓他們知道說你活化了之

後，你釋放出這些房子出來之後，對他們來講是

有幫助的，你們其實年紀也大了，那你可能也不

適合就是再出來開店，那你把房子承租出去又有

一個生活費，其實就對這些老人家來講是好的，

他們其實說真的講得簡單一點，就是他們其實不

 
 
 
（NF-M3-81） 承租房子困難 
 
 
 
 
 
（NF-M3-82） 遇到好房東，可

以自由規劃空間 
 
 
 
 
 
 
 
 
（NF-M3-83） 房價目前中等 
 
 
 
 
 
（NF-M3-84）讓當地居民覺得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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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缺錢，這條老街其實發展很早，那他們以前可

能都是由經商，可能有賺到一些錢。所以他們可

能都已經有存一些錢，他們就不太缺，那他們可

能就不太會介意說，我今天可能要把它承租出

去，我就是可能家裡還是需要啊，我可能要停車

啊，暫時就不會想要釋放著個空間，這是一個差

異性。 
 

（NF-M3-85）老街發展早 
（NF-M3-86）永安老街老一輩

不太缺錢 

問題二十一：那你們目前主要開始規劃課程、活

動。那在之前有辦過什麼樣的活動嗎？ 
（靜怡）：其實在去年陸陸續續都有人就是，譬

如說，像是愛鄉協會有跟我們承租，就是維持一

個月的小徑山的展覽，就在我們的二樓。 
（家慧）：小徑山？ 
（靜怡）：就是他們有一個叫…因為美濃有很多

很多小徑，就是可能要徒步爬山的一個小小的小

徑，他們有一個叫什麼…的名稱，然後他們就會

帶你們去當地的一些…他其實有一些故事，然後

就是當地居民可能從從美濃以前路沒那麼發達，

從美濃可以走一些小山，可以通通通，通到一些

杉林啊、通道甲仙這些小徑。然後他們當地的一

些，看到一些植物啊什麼的，所以他這次的展

覽，他們就把一些當地的蕨，他們還請當地一個

花藝老師，去做一個蕨球，有開一堂課就在我們

的樓上這樣子。都還蠻好玩的，像是美濃有幾個

比較大一點的協會，像是愛鄉協會，然後還有旗

美社大，然後他好像就做旗美兩個地區，叫做大

小的小，鄉間的鄉，的一個小鄉的協會，他們會

服務一些，幫助一些農民啊，或者幫助一些居

民，他們如果要申請，申請比如說像是社區發展

的部分，會幫忙協助這部分的一個，文書上的處

理，他們那個小鄉的協會，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這幾個比較大一點協會，其實都有在我們樓

上承租過場地，然後上課。所以就是…因為美濃

屬於這樣的空間真的不多。 
 

 
 
 
（NF-M3-87）在地協會，會借

場地 
 
 
 
 
 
 
 
 
 
 
 
 
 
 
（NF-M3-88）在地協會協助想

要社區發展的人 
 
 
 
 
 
 
（NF-M3-89）活動教室少 

問題二十二：那你們宣傳的部分，都是透過怎樣

的宣傳？ 
（靜怡）：其實我們都透過，口耳的相傳，其實

剛開始設定，就是希望透過 FB，其實我們因為不

 
 
（NF-M3-90）口耳相傳居多，

較無經營社群網站 
 



 

 148 

太會操作，說真的我們也沒那麼多的時間，所以

我們比較不著重在 FB上面的宣傳，所以我們到最

後都是口耳相傳，然後真的其實來了之後，可能

感受到比較不一樣的氛圍，之後可能就會幫我們

做一些廣告拉，或是可以透過來的客人幫我們打

卡這樣子，比較多的是這樣子，我們自己的 FB宣
傳，就慢慢的在冷掉了，因為我們可能真的不太

會用。 
（家慧）：那像我在這邊看到了，像是一般這種

設計，像是圖畫拉還有那種裝飾，你們都是自己

用的嗎？ 
（靜怡）：像是那個畫是透過上次客委會有一個

計畫案，它就幫我們設計了一系列的新得 DM，

像是店內的一些廣告文宣，然後客語小讀本，這

也都是在那個計畫案，客委會幫我們做的。 
（家慧）：是什麼樣的計劃案？ 
（靜怡）：就是商品，然後雙語翻譯，就不是英

文翻譯是客語翻譯，商品的翻譯，所以你看到的

其實都是客語發音。 
（家慧）：所以他們就是幫你設計然後… 
（靜怡）：對！像你看到的這個英文，其實就是

客語，所以來到這邊的客人坐下來，他就會想要

拿起來看，這就是另外一種客語的宣傳，很多時

候客人在等的時候，很多客人就會拿起來看，然

後他們就會跟著唸，可能就不太了解的話，他們

就會問，因為還好我覺得是可以，是因為我會講

客家話，所以我覺得真的在語言上，沒有這麼大

的障礙。讓我知道以前啖糕堂，他們剛來的時

候，他們算是第一家，他們都不是…他們算是新

移民，他們算是新移民的那個族群的人，所以他

們都不是客家人，所以他們對於客家話，就會比

較有一些些障礙，然後這邊的當地人，有時候他

會問你說，你是美濃人嗎？當你跟他講說不是

喔，他就會覺得我們好像有個隔閡，可是我還好

的是，我就會說我是高樹的客家人，大家都是客

家人之後，那個距離好像就拉近一點點，不然美

濃人其實還滿 care，譬如說為什麼你不是美濃

人，可以來我們美濃做生意這樣，會有一些人會

這樣。 
 

 
 
 
 
 
 
 
 
 
 
 
 
（NF-M3-91）客委會積極推廣

客語 
 
 
 
 
 
 
 
 
（NF-M3-92）客語讀物吸引客

人學習 
 
 
 
（NF-M3-93）本身會客語，應

對無障礙 
 
（NF-M3-94）啖糕堂屬於新移

民族群 
 
 
（NF-M3-95）當地人對外地人

會有隔閡 
 
 
（NF-M3-96）當地人會有排外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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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十三：那目前有參加雙語翻譯的計畫有那

些店？ 
（靜怡）：我跟啖糕堂，那時候我們算是第四

家，然後前面那兩家，他們是屬於比較…就是鹿

米竹跟草木，他們就…草木那時候有點半停業

了，半歇業了，然後鹿米竹他可能就比較沒有這

麼多的商品，所以就可能沒有做，所以就我跟啖

糕堂有做，那時候趣美濃跟果然紅還沒有出來，

就是只有我們這兩家，有這些商品。 
（家慧）：像是你們這些設計，他們其實也畫得

好看，所以他們有請一個…？ 
（靜怡）：對！他是一個美濃的…算是美濃人，

然後在台北工作的一個平面設計的設計師，他是

當地美濃人只是說在台北工作，在台北的美濃

人。 
（家慧）：像那個小農好物的旗子呢？ 
（靜怡）：這都是…有時候是我們有一年在還沒

有..好像店還沒有開之前，剛好就是有參加…那時

候都是參加外面的展售，那時候再屏東有一個協

會，那時候協會有在漢神作一系列，為期一週、

兩週的一個展覽，所以那時候做的一些旗子這樣

子。 
（家慧）：那平常要是有市集的話會去參加嗎？ 
（靜怡）：之前會，但現在可能因為店裡比較

忙，可能就是需要人手，我們就比較少外面展

售，然後我們現在星期一，還是固定有一個在長

庚市集，有一個農鮮市集在長庚，這是我們就是

已經是固定式的一個模式、銷售的一個平台這樣

子。 
 

 
 
 
 
 
 
 
 
 
 
 
 
 
（NF-M3-97）客委會善用在地

人才 
 
 
 
 
 
 
 
 
 
 
 
（NF-M3-98）有固定時間擺市

集 

問題二十四：目前會去特別去尋找資助嗎？ 
（靜怡）：有啊有啊！這些其實就比如說，像民

間、外界的這些資源，跟公部門的資源，這其實

是因為我們開始有像協會這樣的組織型態出來之

後，我們就有，像是最近我們有申請一個透過設

計公司，她去幫我們做申請，然後幫我們做一

個，就跟我們設計一個想要在外面所展示的一個

小的攤車，然後還寫廣告招牌的一個型態的呈現

這樣，就透過這就是來自公部門資源，其實有一

 
（NF-M3-99）有協會之後會收

集各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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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計畫案是可以去去投的這樣子，還是有還是

有。 
 
問題二十五：目前自己的產品有發展到總共有幾

個品項？ 
（靜怡）：我們自己的產品大概可以分為三個系

列，就是以檸檬來講的話，就是檸檬的話就是泡

茶系列一款，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清潔系列，然

後，另外一個就是姜的系列。當然就是還有我們

會結合當地的像鳳梨乾跟鳳梨豆醬，都是我們今

年的新的產品，像是我們自己其實本身就是…我
們自己還是有在種植，像素豆啊，這都比較在外

面，比較少看到的，有我們自己種植的產品，反

正就是我們有一些農田，有些農作物我們可以生

產的話，其實就會種植，然後可以把變成商品，

我們就會待到店裡來販售這樣子。 
（家慧）：農田是在？ 
（靜怡）：屏東高樹。然後還有部分的，就是我

們店內的瓷器，就是由我婆婆自己做的，就是這

些杯子啊、花啊，然後木工作品，其實也都是我

們自己製作的。我們就是還蠻多資源的，就是在

陶藝上、在木工上，很多很多資源是可以自己所

生產，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可以自己做的部分。 
（家慧）：這杯子真的很特別！ 
（靜怡）：很有手感。就是這部分除了販售檸檬

外，我們陶藝的作品，也是有在店內販售的。 
 

 
 
 
（NF-M3-100）檸檬產品有三種

系列 
 
（NF-M3-101）結合當地製作鳳

梨系列產品 
（NF-M3-102）種植外面少見的

植物 
（NF-M3-103）自己生產做成產

品 
 
 
 
 
（NF-M3-104）瓷器、木工都是

手工 
（NF-M3-105）本身很多資源 

問題二十六：那你們到現在這樣經營有沒有一個

堅持的理念？ 
（靜怡）：堅持理念就是，就是從開始種植，對

農業上的初衷，就是我們其實就是希望讓大家吃

到東西的是健康安全，必須我們自己要先篩選過

這些產品，那在店內所販售的商品，其實我們都

秉持這樣的一個原則，然後來挑選，所以如果

說，對這些商品，如果我不喜歡，我不敢碰的

話…原則上，你一定要去吃過，才會知道怎麼去

跟客人形容，這些吃的時候的一些味道。其實來

到我們的店，就是一個六感的體驗，可能進來就

會聞到，檸檬的香，可以感覺到這些東西跟檸檬

有相關，或者是說很健康的農產品，不會讓你覺

 
 
 
（NF-M3-106）吃的東西健康安

全 
 
 
 
 
（NF-M3-107）本身喜歡才會販

售 
（NF-M3-108）擁有六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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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說這些東西，好像在全聯就看得到，在家樂福

就可以買得到，就是要塑造的形象是這樣子。 
（家慧）：而且有一種溫馨的感覺！ 
（靜怡）：謝謝！就我們為什麼當初會選擇，就

是跟農民直接買斷，就是因為我們自己就是農

民，我們不希望就是讓農民，覺得說我東西寄放

在那邊，而且農產品其實有時效性，時間過了你

沒賣完，就是他也不知道怎麼處理，所以我們盡

可能還是我們自己能夠銷售多少，我們就自己就

是直接跟農民叫多少的貨量，我們就直接自己處

理這樣子。這樣農民也沒有壓力，然後我們就是

自負盈虧這樣子。 
（家慧）：而且也會想要更認真的銷售出去。 
（靜怡）：對啊！可能後續，你自己知道自己的

成本，就知道怎麼樣去銷售，重點就是賠錢，就

是盡可能地去銷售掉，不會產生損耗這麼大。 
（家慧）：有曾經因為怎麼樣，然後讓自己損耗

很大嗎？ 
（靜怡）：有啊！去年的過年那一批，我們就想

說應該還蠻有市場性的，可是去年的過年其實景

氣很差，所以我們叫了很多，很大批的果乾，花

果乾，那時候，我們覺得也是一個經驗學習，就

是因為其實新鮮的東西，我們農民在押日期，都

是自產自銷的產品，我們大概就是最多押半年，

頂多八個月像果乾這類東西，可是因為他已經製

造…我拿到貨的時候…可能已經兩三個月了，所

以我後續剩三個月，所以那個銷售時間就很短，

所以那一批就是沒有跑那麼快的話，大概銷毀了

一半吧！那個，就是經驗上的問題，就要花錢。 
 

（NF-M3-109）販售外面買不到

的 
 
 
 
（NF-M3-110）幫助農民販售商

品 
 
 
 
（NF-M3-111）農民沒有銷售壓

力，自負盈虧 
 
 
（NF-M3-112）從錯誤中學習 
 
 
 
 
（NF-M3-113）學習中成長 

問題二十七：那未來有新的人想要加入留美計

畫，有沒有什麼建議呢？ 
（靜怡）：其實我覺得就是，時間要拉長拉，在

這條老街，他不是他不能做，他也不是說他永遠

都不會發展起來，但是他真的需要一點時間，然

後現在，就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共同努力，就是這

樣讓店家能夠更多，然後大家互相做串聯，然後

不要就是有一種，就是像大家搶生意的想法，就

比較受影響，那大家都各做各的，其實做好自己

的專業，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發

 
 
 
（NF-M3-114）老街需要共同努

力、與時間發展 
 
 
（NF-M3-115）各做各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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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空間。其實我們今年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們也

想來，農友，就也是蠻鼓勵他們能夠來參與這

樣。 
（家慧）：那你們就是有在寫計畫過程遇到一些

困難嗎？就像是農友要來參加計畫，要寫的話，

他們會不會感到疑問？ 
（靜怡）：我們是沒有去干涉到他們去寫的這個

部分，當然就是說能夠給予的支援，就是我們在

這條老街有認識一些人，知道說哪裡有房子可以

釋放出來，我們就會去幫他們做接洽，幫他們連

繫看看，是不是有這個可能可以承租這樣子，我

們就做這個部分的幫助這樣子。 
（家慧）：上面那個樓梯的圖也是人家借來展示

的嗎？ 
（靜怡）：這個是好像是高雄市政府觀光局，他

們會每個月，不知道是季刊還是期刊，他會定期

出刊，那個單位好像叫尋委，他們就是當季有什

麼樣的農產品，他們就會把他畫出來，然後面會

做一些採訪，這是他們文化局的一個刊物，不是

我們自己所印製的。 
（家慧）：因為我覺得你們這裡整個一個藝術氣

息蠻重的。 
（靜怡）：不過這可能跟我們，就是其實我們所

學到的，我跟我先生二技學得是室內設計，他以

前是學建築，可能在佈置上就比較懂，就是比較

有資源去找尋這些這些東西這樣子。那時候設計

師特別請師傅來做，這個櫃子本來是空的，特別

黏上去，他是用輕裝潢，就是用木工再把他鑲上

去，我覺得是設計師，他可能也做了很多，幫我

們在店內上的一些幫助，因為他整個空間規劃，

其實他規劃的很好，所以讓房子其實就是整個

大，看起來是很舒服的，不會讓你覺得很突兀的

一個空間感。 
 

（NF-M3-116）鼓勵來老街發展 
 
 
 
 
 
 
（NF-M3-117）會幫忙接洽、聯

繫 
 
 
 
 
 
 
 
 
 
（NF-M3-118）公部門積極發展 
 
 
 
 
 
 
（NF-M3-119）以前就讀相關科

系 
 
 
 
 
 
 
（NF-M3-120）空間設計舒服 

問題二十八：那您先生當初，也是選擇離職跟你

一起來投入做這個行業嗎？ 
（靜怡）：是他做了這樣的決定，是老闆做的這

樣決定。 
（家慧）：所以他也算是最早做這樣決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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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怡）：對對對！然後我們就配合，然後這些

都是後續慢慢、慢慢衍生出來，那當初回去鄉

下，只是說那不然換個環境，因為其實工作很

忙，都沒有辦法顧到小朋友，那我們想說，到鄉

下去生活型態我覺得沒有太大差別，就還好…然

後慢慢的就是，會遇到一些人啊，遇到一些事物

啊，然後才又後續的一些…譬如說遇到啖糕堂，

才會有這樣的機會，參加計畫，然後也剛好有被

評選上。然後，啖糕堂剛好他們是第一家，做得

還不錯，那時候我們也蠻常來美濃的，所以就想

說不然就投看看，那時候我們在農業上，就是已

經開始慢慢有一些產品啊，在市集上的展售，然

後也在平台合作，對就是銷售的管道上，有慢慢

再拓寬，後來就想說，如果自己有一家店面，展

售自己的商品，其實也是很值得，我覺得這是一

個，就農民其實擺攤到最後，都會很想要有自己

的店面，有自己的店之後，要怎麼樣去操作妳的

商品，都比較容易。其實我覺得很大差別，就是

說自己有個店家，這個店是固定的，他不會跑，

可是你到外面展售，有時候你今天遇到客人，他

可能來跟你買，他今天來跟你買檸檬，他覺得

哦！很好！，可是問題是，我下次也找不到你了

啊，跟別人買，我還是可以買得到啊，所以他的

那個顧客的忠實度，就沒有那麼高，可是你有自

己的店之後，可以培養你的顧客忠實度，差異性

很大在這裡。 
 

 
（NF-M3-121）更多時間陪家人 
 
 
 
 
 
 
 
 
 
（NF-M3-122）開始生產產品後

會想要有自己的店 
 
 
 
 
 
 
 
（NF-M3-123）有自己的店可以

培養顧客忠實度 

問題二十九：當初取名叫濃夫生活，是有一個構

思在嗎？ 
（靜怡）：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就是農夫啊，我們

之所以會把「農」改成「濃」，是因為我們在美

濃這裡，然後經營這樣一個小店，我們也是想要

讓就是當地的…美濃算是一個農業發展還蠻強的

一個鄉鎮，但是我覺得那個想要推廣的產品，其

實不太相同，美濃這裡真的你看到了，可能是黃

豆、紅豆，這些穀物類的，還有他們的米，這些

都他們比較著重的。可是像檸檬啊，像一些什麼

香蕉啊，這些就是我們高樹比較特別、特殊的，

強項一點的產品。當初我們沒有跟這麼多當地的

農民結合在我們店家，是因為為什麼我們不賣清

 
 
 
（NF-M3-124）在美濃販售農夫

產品與分享生活 
 
 
 
（NF-M3-125）販售美濃沒有的

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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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為什麼我們不賣，就是當地的一些像是油蔥

酥那一類的東西，你去到哪裡都買得到，那你就

不用特別到我們這裡來買，我其實想要推廣就

是，你在別的地方看不到東西，那我在這裡推

廣，才有我的價值存在性。 
（家慧）：創造一個比較有自己的特色。 
（靜怡）：可是有些我遇過幾個，一、兩個客人

說，他會覺得說，你這是美濃生產的嗎？是美濃

農友種的嗎？他們就覺得說，我來到美濃，我要

拿出去送給別人的時候，我必須一定要是美濃的

東西，我才有覺得我有來到美濃。那我就想說這

樣啊，那可能就是沒辦法。我們其實要推廣的

是，這東西其實是一個，沒有因為地區性而限制

了他的…我們就是想要幫小農推廣他們的商品，

所以我們才會盡可能去找一些，當地可能比較少

看得到的、比較沒有的，然後在我們的店裡可以

販售。 
（家慧）：可能需要時間讓人知道，來這裡是可

以買一個特色。 
（靜怡）：對啊！或許是，其實我們的客人大概

就是觀光客居多，觀光客人對我們這樣店，比較

會有好奇心，想要走進來，那當地客人，其實我

們就有遇過幾個當地客人，可能來到…知道我們

的店就是賣一些比較安全無毒的產品，那今天可

能他要送禮的時候，他可能就會來我們的店裡逛

一下，看有沒有適合的商品可以送這樣，就是經

營下來，就會看到一些客人會用這樣的方式，來

到我們的店當中。 
（家慧）：搞不好這樣營運下來，會成為美濃的

一個特色。 
（靜怡）：是不是可以成為特色，我們還在努力

中，希望有朝一日真的是可以，就是真的可以讓

客人，想要去找一些農產品的時候，他就會想到

我們的店這樣子，就像你可能想要吃吐司，就會

想到啖糕堂，我們也想要做到說，你想要吃愛玉

的時候就會來，因為美濃好像做豆花的很多，因

為美濃其實豆類，種得很好，所以他們豆花其實

蠻多人在賣的，但是愛玉好像基本上好像比較

少。 

（NF-M3-126）推廣當地買不到

的，提升自身價值 
 
 
 
 
 
（NF-M3-127）有些客人還是只

想買當地產品 
 
 
 
（NF-M3-128）推廣小農產品，

不因受地區限制 
 
 
 
 
 
 
 
 
（NF-M3-129）觀光客因好奇進

來 
（NF-M3-130）當地人會來購買

送禮商品 
 
 
 
 
 
 
 
 
（NF-M3-131）希望可以成為當

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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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糕堂（DG） 
訪談時間：2019/05/08 
受訪者：蔡妙青（M4） 
受訪者背景：啖糕堂為「留美計畫」中的第一間店，是由一對糕點廚師夫妻所創

設的，在第一次來美濃遊玩時，就深深被這裡的人文風情所吸引，因此從高雄搬

至美濃定居開業，運用美濃當地農產品製作出精美糕點、麵包，期望將啖糕堂打

造成來這裡可以享用特色糕點的舒適地方，以及讓老醫院成為永安老街特色建築

之一，提供二樓活動展出且預計未來出租給後續想來的「留美」創業之青年。 

訪談內容 開放型譯碼 
問題一：當初是怎麼樣來到美濃做這個職業的？ 
（妙青）：我們從事這個職業已經二十幾年了。 
（家慧）：那為什麼想要來美濃？ 
（妙青）：其實很單純，只是為了一個住而已，

沒有特別的想法，就喜歡這邊的環境，來了這裡

以後，現在自己家裡廚房做，後來才知道有這個

計畫，是人家請我們說可不可以參加這個計畫

的。 
（家慧）：那位是你們的貴人嗎？ 
（妙青）：其實來這邊後，我覺得所以人都是我

們的貴人。 
 

 
 
 
 
（DG-M4-1）單純喜歡美濃環境 
 
（DG-M4-2）開業後被邀請參加

計畫 
 
 
（DG-M4-3）來這裡每個人都是

貴人 

問題二：聽說你們不是在地美濃人？你們之前是

在哪呢？ 
（妙青）：我們原來是住在市區啊。 
（家慧）：有覺得市區跟鄉村做比較，有什麼不

一樣的落差嗎？ 
（妙青）：他們有落差呀，生活環境條件，然後

還有生活習性、時間、空間也不一樣。 
 

 
 
 
 
 
 
（DG-M4-4）感受到生活、環

境、習性等不同 

問題三：那怎麼會想到說用美濃在地元素來做麵

包？ 
（妙青）：我們以前在做麵包，本來就是都用很

高級的食材，只是進來這邊突然想到，我們需要

取得這樣的食材，以前在市區是比較不容易的。

剛好，我們進來看到，廚師本來對這種就比較敏

銳。 
 

 
 
（DG-M4-5）美濃物產豐富高級 

問題四：之前是有在市區有開一間店營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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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青）：我們之前是在別人的店做，我們是在

市區一家很有名的店，而且以前我們除了做麵包

店之外，都是飯店出來的。主要還是以原食材為

主，精緻的話是本來呈現出來的風格。就像一個

藝術家一樣他有自己的風格。 
 

 
（DG-M4-6）以原食材為主來呈

現 

問題五：有一個問題，就是像你們之前在市區的

時候，不是已經有穩定的工作嗎？那你們那時候

是因為有什麼樣的轉變，讓你們想要離職，然後

來這裡？ 
（妙青）：就是很簡單，只是單純來這邊住。 
（家慧）：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契機？ 
（妙青）：最早之前是因為我跟我先生年輕的時

候，我們談戀愛來這邊玩，第一次約會我們就是

來這邊，後來他就帶我常來啊，常來他就很喜歡

這裡，他就希望能住在這裡。 
（家慧）：來這裡養老？ 
（妙青）：對！養老，只是我們還沒到養老的年

紀就來了。 
（家慧）：所以以前約會的時候是來這裡？是來

這裡走走看看嗎？ 
（妙青）：就來這邊玩啊。 
（家慧）：那吸引你們來這裡玩的原因是風景

嗎？ 
（妙青）：我們路過這裡，然後之前，之前我在

高中的時候跟同學去烤肉區六龜烤肉，也都會路

過這裡。然後我就覺得很美啊。我先生就說要去

哪裡啊？那我們可以來這裡走走啊。那個時候剛

好是收菸葉的季節，那後就很美，就因為這樣。

我們就是這樣，循規蹈矩、按部就班。那時候早

期菸葉真的很美。所以呀就是因為這樣子，我們

才會來這裡，然後我們小孩也是常帶他們來這邊

啊，下午沒什麼事就來吃個粄條。 
（家慧）：那之前是住在高雄？ 
（妙青）：對！我們一年要來這邊好幾趟，有時

候連下雨天也會來，因為我覺得這邊的下雨天，

有一種很淨色的美，對這裡大概是很微妙的情

感。 
 

 
 
 
 
 
 
 
（DG-M4-7）第一次約會來濃後

就喜歡這裡 
 
 
 
（DG-M4-8）比當初想的更早來 
 
 
 
 
 
 
 
 
 
（DG-M4-9）覺得美濃很美 
（DG-M4-10）被菸葉田吸引 
 
 
 
（DG-M4-11）有事沒事就會來

美濃 
 
 
（DG-M4-12）連下雨的景色都

有微妙情感 

問題六：目前你們的團隊有多少人？  
（DG-M4-13）工作固定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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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青）：十個左右。 
（家慧）：廚師，就是您跟您先生嗎？您跟您先

生認識是同事這樣認識的嗎？ 
（妙青）：是唷！我們是同事 
 
問題七：來到這裡有發生什麼比較不能適應的事

嗎？跟自己想像一樣嗎？ 
（妙青）：沒有捏，沒什麼大問題。跟自己想像

當然不一樣。我們只是帶著一顆很很簡單的心

來，就這樣，不是會把事情想得很複雜，對於我

們過生活，就是“簡單”兩個字。 
 

 
 
（DG-M4-14）與想像的生活不

一樣 
（DG-M4-15）過生活講求簡單 

問題八：來到這裡就收穫最多的部分是在於？ 
（妙青）：收穫最多的應該是在人文，來這邊認

識很多新的好朋友，而且他們想法觀念，跟以前

在社區認識的都不一樣，觀念不一樣、想法不一

樣、條件不一樣。這邊雖然看似簡單，可是文化

的內涵，比較深入，他不是說那種好像，每天打

開門講的是菜市場話，意思就是說這邊是比較有

一些藝術涵養的人在這裡面，我覺得。文化內涵

很多也很深。 
 

 
（DG-M4-16）人文方面收穫大 
（DG-M4-17）認識與市區朋友

完全不同的朋友 
（DG-M4-18）看似簡單的地

方，文化內涵很深 

問題九：你們剛來這裡營業的時候，到現在有沒

有遇到什麼挫折？ 
（妙青）：大致上我跟我先生，說要有挫折總是

難免有些，我們的個性就是喜歡，大事化小，人

家說關關難過，你就是要過，而不能不過，你就

是要過，不能不過，我們是那樣的個性，就是你

只要過了就好。你總是要找方法來解決你所面臨

遇到的事，我們不是說逆來順受，也有可能因為

我們的宗教觀念，我們是基督徒，我們不會說人

定勝天，不會這樣，當然我們都相信我們的神有

最好的安排，這是我們的想法，跟我先生的想

法，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方法。所以我覺得就

是簡單拉，所有的規劃就是簡單，而不是複雜，

而不是搞得很像很有甚麼甚麼，對，我跟我先生

的生活態度就是很簡單，一睜開眼睛就是工作，

好好工作，然後好好迎接我們客人，給我們客人

好吃的食物，然後運用我們手上所有的食材。 
 

 
 
（DG-M4-19）難免遇到挫折，

自己過得去就過了 
 
 
 
（DG-M4-20）相信神有最好安

排 
 
 
 
 
 
 
（DG-M4-21）生活態度簡單，

用好吃得食物對待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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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那你們在研發新產品，因為我看到你們

有很多很不一樣的口味，你們那時候是有什麼樣

的想法？ 
（妙青）：其實這樣的生活是很挑戰，我們常常

在研發新產品，所以其實我們常常處在高壓狀

態，因為研發新產品的時候，我們除了要有一顆

比較安靜的心思以外，可是不是每個食材都很容

易駕馭的，有時候環境、各個方面，但是當你一

個產品做出來的時候，你的心理會稍微向下沉。

或得到成就感，然後看客人跟你捧場，然後又跟

你說這東西很好吃！今天就滿足了。 
 

 
 
 
（DG-M4-22）研發新產品是一

種生活挑戰 
（DG-M4-23）沈澱自己來研發

新產品 
（DG-M4-23）產品客人喜歡會

有成就感 

問題十一：那現有遇到在地人說你們外地人怎麼

會來這裡的問題嗎？ 
（妙青）：我們有遇過這樣的，但是絕對不是閩

客的問題，這絕對在我個人跟我先生的想法是，

不管什麼樣的族群都有這樣的人，可是如果你真

的要這麼認真聽。你永遠聽不完，重點是你到底

要不要做，是一個做跟不做，我們不管怎麼做，

都會有人講，可是與其你停下來聽這個，那你為

什麼不乾脆，就選擇往前走。那你想想看，你把

它丟在後面，以後他眼界就是跟你不一樣，可是

如果你一直跟他一樣去在意這些事，那你的眼界

會跟他一樣。我跟我先生的處事態度就是這樣，

所以才說，我們很強調的就是簡單的事情，所有

事情都要部署到簡單不要那麼複雜，你停下來聽

就複雜拉，你就會被這些困擾，沒有那個必要，

不管人家怎麼講，甚至曾經有客人進來，意思是

說那個，老虎不在，猴子當大王，進來我們店就

這樣講，很不客氣，看你們不過就是，老虎不在

猴子當大王，我還是跟他說謝謝，你看我是不是

獅子啊，對啊！你不當老虎，搞不好我是獅子，

你還沒看到。還有客人就是說，那對夫妻都把美

濃的錢賺光光了。真的不要去聽這個，真的聽不

完好嗎。還能怎樣。其實像我們在這邊工作，環

境是很單純的，可是以往我們在市區工作，你也

是同樣面臨到，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會遇到這種

事，別想太多，做就對了，每天就是好好做就對

了，把我們的誠心然後給我們的客人衡量。 
 

 
 
（DG-M4-24）有聲音絕不是種

族問題 
（DG-M4-25）每個族群都會

有，要聽永遠聽不完 
（DG-M4-26）不用過度在意，

繼續往前走 
 
（DG-M4-27）眼界決定高度 
 
 
 
（DG-M4-28）事情沒必要搞複

雜 
 
（DG-M4-29）遇過嗆聲，勇敢

面對 
 
 
 
（DG-M4-30）眼紅的人不少 
 
（DG-M4-31）不管在哪裡都會

有 
 
（DG-M4-32）誠心交給客人衡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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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二：到目前為止有遇到什麼挫折嗎？ 
（妙青）：挫折是研發的時候人家拿了一包蓮霧

到現在我還搞不定，還在摸索蓮霧的特性，我們

比較關心這些，也比較擔心這個，弄了半天還弄

不對，頭大。蓮霧是朋友提供，希望可以融入產

品，我們手上操作過的產品很多，但是蓮霧真的

很難做。那個蓮霧乾很貴，還一包在那裡，然後

現在還搞不定。 
 

 
（DG-M4-33）新物產的研發困

境 

問題十三：有在地的小農會過來毛遂自薦說，他

們的農作物可以放在產品的嗎？ 
（妙青）：沒有欸，因為我們都有特定對象哦，

都已經有鎖定好了，主要我們鎖定的對象，不是

我們鎖定的，是因為我們之前都已經有農會給我

們了，美濃農會，我們其實農會也很大力在幫助

我們，我們很多東西都仰賴農會，農會會幫我們

找一些合適的小農給我們，因為畢竟我們不是本

地人，這一點就真的落差蠻大的，不是本地人認

識的人就沒有那麼多，像我跟我先生比較不屬於

應酬型的。 
（家慧）：你們禮拜一休假也沒有休息嗎？ 
（妙青）：休假去買原料，我們很龜毛，不用一

般的雞蛋，我一定要去拿到我要用的那個蛋，有

指定我們對雞蛋很挑剔，含油量不足拉、色澤不

足、Q 度不足，我都不喜歡，還要有香氣，不然

你聞聞看那個蛋糕的香氣，但的品質好，打起來

就好。一般要會做，慢慢的越來越講究原料，越

來越講究工法，溫度的落差，是不是我這樣做會

比較更好吃，這就是常做。 
 

 
 
 
（DG-M4-34）農會幫助配對小

農 
 
 
（DG-M4-35）不是本地人，認

識的人不多 
 
 
 
 
（DG-M4-36）對食材的講究與

嚴謹 

問題十四：目前有遇到什麼感動的事情嗎？ 
（妙青）：常有好嗎！之前有個一個阿婆，他是

聽了我們的廣播，然後她就叫她兒子一定要載她

來從台南，然後有時候是會，我們常會上電視談

話節目，或者是有人來採訪，就會播出我們，就

會有一些客人進來，當然那個阿婆印象特別深，

她就是星期一她兒子休假載她來，發現到店休

哦！隔天自己搭車哦！轉乘好幾班，從台南東

區，不知道怎麼進來的，我也不知道，她說：你

是是年輕人，我要來給你鼓勵一下。同一天的大

 
（DG-M4-37）聽消息遠道而來

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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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中午過後，有一對母女騎摩托車，也是從台南

翻山越嶺過來，他們說他們都要騎很遠欸，同一

天喔！超誇張，同一天遇到兩個。我們的客人也

都很真。 
（家慧）：那個阿婆也是美濃人嗎？ 
（妙青）：也不是，她好像是看客家電視台吧，

都會遇到諸如此類的狀況，還有像我們在這邊，

左右鄰居都對我們很好。 
 

（DG-M4-38）許多客人都很真

誠 
 
 
 
 
 
 
（DG-M4-39）左右鄰居都很好 

問題十五：你們這間店是租的嗎？ 
（妙青）：自己買的，一間就這麼大一間，很多

人來都會問，其實就一間，這是一間老醫院，我

們因為做了人才留美培力計畫，我一開始做的時

候，全條街只有我一間商店，我們是第一間，然

後才會有外地人進來，問說：請問你們老街在哪

裡？我們就說：就是這裡。然後他或許去逛了旗

山老街，還是怎麼樣，他就說：你們這叫老

街？！我們就說：哦是！我們這叫老街。阿他就

說：阿怎麼會差那麼多！有的還會說：阿你們不

成氣候！阿我心裡就想：也沒有說一定要擺攤才

叫老街啊。阿確實這條是老街沒有錯啊，只是說

個人欣賞的感受不一樣，可能客人來都喜歡吃吃

喝喝的，可是我不喜歡，後來我們漸漸經營到一

年過後，那時候我們有一個老師這樣子，那經營

起來以後，老街好像沒有一個代表的建築物之類

的，一般老街可以說話的，就是建築物比較明

顯，我們那個時候本來在看農地，他跟我們推薦

跟我們找好空地，然後我都覺得還好，有一天他

就來說你們隔壁有個房要賣，我就說：隔壁有個

房要賣，我怎麼不知道，也沒人來貼售啊！？他

就說：有拉有拉！你們隔壁確實有人要賣。我就

說：哪一家啊？他就說：好好好！我找個時間過

去拿給你看。後來他先發了照片過來。阿那時候

我跟我先生，是屬意這個房子，我們很想租這個

房子，那時候這個屋主沒有那個意願要租，所以

當時所有留美培力計畫的人都看中這個房子，因

為他很有特色，我們想很多人也很想租，可是他

們沒有那個意願租，阿結果後來就說要賣，那美

濃人的習慣就是，他要賣房子，他不會跟人家

講，竟悄悄的就賣掉了，交給仲介賣，起初已經

 
 
（DG-M4-40）代表建築老醫院 
（DG-M4-41）為計畫開始的第

一間店 
（DG-M4-42）觀光客對老街的

不理街 
 
 
 
 
（DG-M4-43）對老街定義不同 
（DG-M4-44）多數喜歡來吃吃

喝喝的 
 
 
（DG-M4-45）當時沒有一個代

表建築 
 
（DG-M4-46）買到代表建築的

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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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買走，但是後來有一些狀況，仲介就來問我

們要不要看看，那好啊就試試看啊，後來就輾輾

轉轉，我們就買下來了，也算是一個緣份，那我

跟我先生，就是因為參加人才留美培力計畫，不

然我們原本可能只是一家麵包店，坦白講我們這

輩子在做的也不過只是一家麵包店，可是因為人

才留美培力計畫，拓展了我們一個對地方的思維

與想法，所以我們才買了這間房，我們就想說我

們如何來參與一個地方的一個建設，如何來創造

一個地方是可以變得特別得可以富庶。 
 

 
 
 
（DG-M4-47）因為計畫改變了

人生 
（DG-M4-48）拓展對地方的思

維、想法 
（DG-M4-49）投入參與地方建

設 

問題十六：你們是第一間，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很

大勇氣來投資做這件事情？ 
（妙青）：其實是這樣的，我們是徵選上了沒有

錯，徵選上了，那個時候，我們家在下庄，他們

那時候，起先的條件是上庄、中庄、下庄都可以

設店面，我們就想說，這樣的話，我們家是下庄

也可以設店面啊，也是在涵蓋範圍內，那我就覺

得如果這樣的話，好像也可以因為在自己家裡廚

房做，自己家裡廚房做，那如果可以稍微讓整個

店面營造起來更好，這樣我覺得很好，然後後來

我們就是評選上了，那天主委就問我說，你有打

算到老街開店嗎？啊！？到老街開店？沒有啊。

完全沒有那個想法過啊。對我一個外地人來講，

起先我對老街沒有任何的情感，而且坦白講，我

也不知道這一條是老街。所以我就想說，叫我到

老街開店！？那還是不要了，後來客委會的主任

去了我家兩次，說叫我在考慮看看。我真的是想

半天，因為出去開店就要付店租啊！確實有點壓

力，這樣子到底是好還是不好，我就開始在想，

因為我在家裡訂單還蠻多的，根本就不需要，因

為像我在家裡（下庄）才開店 20幾天，就已經有

新聞媒體來了誒，然後就很多人就來訂我們的麵

包，我一開始做就是像現在這樣做，我是在自己

家裡廚房先做，然後我想都也沒通，我在家裡做

得好好的，我幹嘛出來開店。然後主委就問我說

要不要出來開店。我那時候意願不高，然後當時

國外也有單要做，我就說啊不然這樣好了，我那

時候那個禮拜剛好要出國，我說我要去成都工

作，如果在出發前沒有找到店面，我就選擇放

 
 
（DG-M4-50）原本打算在下庄

自己家開店 
 
 
 
 
 
 
 
（DG-M4-51）主委的邀約 
 
 
（DG-M4-52）起初對老街無情

感也不知道是老街 
（DG-M4-53）主委希望可以由

他們先帶動老街 
（DG-M4-54）對於來老街的考

量與不安 
 
（DG-M4-55）一開始在下庄開

店生意很好 
 
 
 
 
（DG-M4-56）如果找到店面就

來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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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結果殊不知那個晚上就找到店面，而且那個

店面是很神奇的哦，我去找里長，里長跟我說這

裡哪有什麼店面，沒有妳會不會被騙了啊！我說

沒有啊客委會說的誒。他說怎樣啊？說來我聽

聽。我說他們補助我們五十萬，讓我們來這條街

開店。然後他就說，啊我看你們被騙了拉。我說

沒有拉！他說哦！我看很難喔，不然你看看左右

誰有要租。結果我看過去確實沒房子啊。結果有

個人騎摩托車過來，就里長把他攔下來，說張老

師，你不是有一間房嗎？你幹嘛不租給那兩位年

輕人？就這樣子，我們就順利租到一開始那間店

面。 
（家慧）：所以一開始就在那邊營業？ 
（妙青）：我們在那邊兩年半多囉！然後就剛好

又有個機緣買了這間。就只能說很多事情都是這

麼剛好，可是都會遇到，我也是這麼覺得是上天

安排。就像自己的宗教信仰這樣，我跟我先生就

會覺得，上帝開路開路，開路怎麼開，我們就怎

麼走，很簡單。 
（家慧）：那你們今年是第三年？第四年？ 
（妙青）：我們今年快要邁入第三年。其實我們

是一百零五年的一月一號，在自己家裡廚房成

立，然後到同年的七月二號在永安老街開了第一

間店面租賃的，到今年一百零八年的二月二號，

搬過來這間，今年二月十八正式開幕，在這邊。

我們在做的當中，我們就鼓勵一些，看看有沒有

誰，有沒有興趣跟我一起來經營老街，就希望大

家一起來共同經營這過街。 
 

 
 
 
 
 
 
 
（DG-M4-57）里長攔下認識的

人，順利租到店面 
 
 
 
 
 
（DG-M4-58）先租兩年半後因

機緣買了老醫院 
 
 
（DG-M4-59）上帝怎麼開路，

就怎麼走 
 
（DG-M4-60）經營邁入第三年 
 
 
 
 
 
（DG-M4-61）一直鼓勵有興趣

共同經營老街 

問題十七：還有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會叫啖糕堂？ 
（妙青）：這也很簡單，就是來美濃吃糕點的地

方，翻過來其實就是這樣，就說我們希望創造一

個來美濃，不只有吃粄條，還有其他東西可以吃

哦。 
 

 
（DG-M4-62）打造一個來美濃

可以吃糕點的地方 
（DG-M4-63）創造來這裡不只

吃板條的既定印象 

問題十八：那你們一開始做，到現在東西有沒

有，賣不完的情況嗎？ 
（妙青）：有啊有啊！像現在就是這樣啊！難免

都會哦，其實，有時候都很難講，這種麵包店，

不是說 shake杯，客人來在搖，可是大家都要有預

 
 
 
（DG-M4-64）人潮不固定，難

拿捏成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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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動作，但我們其實就是備好的成品。而且也要

樣式夠多，才能讓人家選，每個人吃的口味都不

一樣。 
 

 
（DG-M4-65）配合大眾不同口

味，產品多樣化 

問題十九：你們有說，想要在鼓勵一些新人可以

過來一起開店。有什麼建議或是叮嚀嗎？ 
（妙青）：叮嚀就是說，不要為了開店而開店，

而是要先準備好，既使是你只有一台腳踏車，還

是要準備好，不是說為了開店而開店，這樣子你

會很茫然，然後你有沒有辦法承受你每天所遇到

的營業額不太一樣，有可能忙的時候忙到不行，

空的時候就真的很空，所以說要自己先想好說，

有沒有確定說你可以承受這樣的壓力。東西要準

備好，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沒有把，自己要賣的

東西想得很清楚，然後流程排得很好，以至於他

可能做起來就沒那麼明顯。然後如果說，我們雖

然說是人才留美培育計畫，我有在想我的二樓想

要給年輕人使用，目前是開畫展，或者是做各式

各樣的工藝展覽，可是還是有礙於這條街，目前

就是房子釋出的不多，可是計畫還是照樣在進

行。我就在想說，如果可以的話，我二樓或許年

輕人需要，拿其實是可以來跟我們做異業結盟，

但是要承租出去要找人。我之前去三峽的時候，

那個甘樂文創他們做豆花、豆漿，他也是一家醫

院改的，他旁邊就一間一間病房，也不會很大

間，就大概一張床大概兩三坪這樣，我就有看到

很多藝術家在那邊，例如說做鐵建的、做味增的

啊、看到座皮雕之類的，所以就年輕人啊，想要

創業然後沒辦法花很大的錢之類的，我歡迎他可

以到我這邊來，這樣子可以提供一個可以創業又

提供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因為我這裡已經是很商

業的場所了，沒有跟住家一起，我是這個想法。 
 

 
 
（DG-M4-66）做好準備不要為

了開店而開店 
 
（DG-M4-67）需承受營業額不

固定的壓力 
 
 
（DG-M4-68）備料數量、流程

須先做好 
 
 
（DG-M4-69）釋出二樓給年輕

人發展 
（DG-M4-70）計畫執行但老街

房子釋出不多 
 
 
（DG-M4-71）參考甘樂文創做

法 
 
 
 
（DG-M4-72）提供給有心卻沒

足夠經費的年輕人 

問題二十：想問一下說，你們第一個結合美濃代

在地的農產品研發出來的產品是什麼？ 
（妙青）：米麵包。就是米麵包，這裡有野蓮加

那瑪夏的產品，然後還有 147 香米麩，我希望我

們呈現出來給客人的是推成出新的，而不是說他

是一成不變。這個人才留美培力計畫，我幫很多

人做過這個計畫，很多人都喜歡這個計畫，我們

 
 
（DG-M4-73）許多與在地農作

物結合的產品 
（DG-M4-74）讓客人覺得推成

出新而不是一成不變 
（DG-M4-75）許多人開始關注

此計畫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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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還有遇過最小的，明華的學生，他們都是來

做這個計畫的採訪，回去也是像你這樣做類似的

研究，最大的也有四十幾歲了，很多人都很關切

這個議題。近來很多客人不再像以前一樣，只是

個過路客，像也有客人跟我們說難得這裡有舒適

的環境，就一般的老街不外乎就吃吃喝喝，然後

這邊的老街就是，你車子可以直接停在老街上

面，人可以前後跑這樣子，沒有什麼很多的商

家，可是客人說他這樣逛起來，反而比較舒適。

其實我倒覺得說，我們經營一條老街不見得說要

把他經營成一個很熱鬧的老街，我覺得應該是重

視一個人，或者是他可能走在這條老街上面，他

都可以很舒坦，然後他可以很悠閒的觀察，旁邊

坐的老人，旁邊的小孩這樣子之類的，去觀察一

下這個人文風情，而不是說，去了以後吃了什麼

什麼，又吃了什麼什麼，可是真的有人去看了上

面的建築物啊，我看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沒有人

去關心這個，因為已經失焦了，可是當你一個光

據點是很單純的，他反而比較容易看得見。或者

是說某某家的板蠻特別的，某某加一個水井之類

的，可以看一下這有什麼特別，為什麼他會在這

裡，我就想要探討到這樣的，環境的問題，而不

是說吃了什麼什麼這樣的，然後覺得那個沒有什

麼。 
（家慧）：那這是老闆娘，對永安老街未來的期

許嗎？ 
（妙青）：對！因為，其實孔邁隆教授他之前..我
有加入美濃老照片的社團，裡面有很多老照片，

當我看到早期的永安老街的時候我很震撼，不知

道這麼熱鬧，甚至是在我的店後面的那一塊，陸

橋下面的一個沙地，都能演戲耶，二月戲啊。那

個是讓人家很震撼欸，我們想不到這樣的事情是

曾經的過往，而且整條街都是人欸，很時髦欸那

個小姐撐著陽傘，就是我所沒有看過之的，然後

我們隔壁就是他們以前是洋裁店，他們說以前在

這裡做洋裁多好做，就是做那個女生的衣服，聽

這些隔壁的阿姨啊，他們都是老師傅了，然後聽

他們在講曾經這裡的過往，怎麼樣怎麼樣，真的

太震撼了，他們都還在前面，這樣反倒是一個特

色。像我今年我開店的第一場展，就是那個美濃

 
 
 
（DG-M4-76）近年來的客人改

變 
 
（DG-M4-77）老街沒過多的經

營，反而很舒適 
 
（DG-M4-78）老街經營重要的

是個人感受與人文風情 
 
 
 
 
（DG-M4-79）許多老街已失去

了原本的焦點 
（DG-M4-80）沒過多修飾，反

而看得見重點 
 
 
（DG-M4-81）來這裡希望重點

是環境與感受 
 
 
 
 
 
 
 
（DG-M4-82）老照片看見老街

過去的繁華與人潮 
 
 
 
 
（DG-M4-83）過去的老店已沒

早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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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小朋友的畫作，其中有一個小朋友，他畫了

長城皮鞋店的老闆在修皮鞋，你知道那個感覺就

覺得…那種小孩子觀察到一個社區，然後進到他

的畫作裡面，然後那個筆觸色彩是這麼的鮮活，

你會覺得真的很好，然後那個老闆聽說他入畫，

他還特別跑來看。那個就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感串

連。所以你看連那個畫作都可以這麼自然，然後

像我第二期的小朋友，是原住民小朋友，這一次

那個畫作，就有很多個故事蘊含在裡面，你從整

個畫作就看得出來，那其中有一次有個主持人，

也是來採訪我們，我們也是在討論說，有個小朋

友畫一隻豬，他們那個祭典之類的要殺一隻豬，

然後他把那個豬畫出來是被剖開的，然後他把那

骨頭就這樣畫出來，你看了會覺得那個就是一種

生活的寫照，可是那不會覺得血腥，反而是更貼

近一種生活，所以為什麼喜歡這裡，是因為我在

這裡發現到，很多人跟人之間的一個串連，然後

運用在生活裡面的一個創意、風格，包括我們也

是這樣子，可以更用心去感受整個生活，很舒適

啊。你也可以去問那個，邱毅阿伯他們，他太太

是做洋裁的，阿他本身是做菸，他們在這條街生

活很久了，然後皮鞋店他們啊，都應該蠻特別

的，像那間摩托車店已經是三代了，你有聽過三

代摩托車店（YAMAHA）嗎？三代欸！從爸爸開

始，到兒子現在已經要到孫子了捏，很厲害欸，

他們除了房子以外，你看那間 YAMAHA 已經夠

大間了對不對？然後旁邊不是隔著佳蓉果然紅，

果然紅隔壁就隔著我們這間店的，也是他們的，

也不是說有錢，就是說這房子居然可以這樣串

連，很厲害！這些人就是都在這邊安居樂業，我

就覺得我真的很喜歡這個感覺。 
 

（DG-M4-84）從小孩的畫作看

到老街的樣貌 
 
 
 
（DG-M4-85）透過畫作展出，

串連老街情感 
 
（DG-M4-86）小朋友的畫作蘊

含許多故事在裡面 
 
（DG-M4-87）小朋友畫出了生

活寫照 
 
 
 
 
（DG-M4-88）這裡很多人跟人

的串連 
（DG-M4-89）所感受的運用在

創意與風格 
（DG-M4-90）老街上的居民都

生活很久 
 
 
 
 
（DG-M4-91）房子關係間接串

連人與人之間 

問題二十一：來到這裡會有語言不通的困擾嗎？ 
（妙青）：有啊！常有啊！我已經習慣了呀！湯

姆斯（聽不懂），沒拉現在比較會講一點點了！

我覺得還真的是蠻好玩的！ 
 

 
（DG-M4-92）習慣語言不通但

還是可以交流且有趣 

問題二十二：你們來這裡以後有發生跟以前在市

區不一樣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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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青）：我們來到這裡有位客人，他每個禮拜

會要十幾條的蛋糕，因為他的狀況，他的牙齒是

有兩排沒有錯，這邊的右一半在上面，這邊左一

半在下面，她沒有辦法咬，她能吃什麼就只喝牛

奶吃蛋糕，已經吃我們蛋糕很多年了，從我們開

店半年多，她已經吃兩三年，也不算是我們最老

的客戶，算是持續型客戶，她就是只吃這樣，她

不吃其他東西，他只吃那一樣蛋糕，其他都不

吃，什麼樣的客人都有。這就是我們以前在市區

沒遇過的，然後因為老人家，兒女都在外面，所

以我們只要一做好，就會幫他送過去，我有一次

幫客人送蛋糕到龍肚，騎了忠孝東路，騎了十幾

次找不到，客人說看到我的車子在那邊跑過來跑

過去，也不會叫我，齁～～我根本不認識路，後

來等到我找到了，已經是一小時後了，是她媽媽

出來找我，她媽媽聽說晚上是流著眼淚吃蛋糕，

她沒有想到是他女兒給他一個驚喜，阿所以那時

候是因為他沒辦法，只好硬著頭皮打給他媽媽，

因為老闆娘我真的找不到路，沒辦法我真的不知

道那邊的路怎麼走，好好笑。 
（家慧）：那你們在這裡那麼忙，還可以幫客人

外送哦？ 
（妙青）：可是因為我們在這邊，也曾經遇過一

件事，也是兒女在外，然後在很遠，他們想說爸

爸生日，想要訂個蛋糕怎樣的，我們說哦！很遠

哦！在廣林，靠山裡很裡面，晚上根本看不出來

那裡是什麼路，然後去那邊送蛋糕，第一次去送

是晚上，就進去了，然後第二次我們又再去送，

那我們送的時候，老人家他要冰蛋糕，不知道怎

麼弄，因為東西塞太滿了，很滿超滿，我老公還

幫他清冰箱，然後就發現裡面很多東西都是壞掉

的，然後我先生就動手幫他整理。因為我們以前

在外面工作就是很簡單，每天工作就是做蛋糕、

做麵包，然後做完就是下班，門市有門市的事，

包裝有包裝的事，這些事情就不會落在我們的身

上，可是因為現在不一樣，因為現在是自己開店

呀。 
 

（DG-M4-93）老人居多因此會

滿足的需求 
 
 
 
 
 
 
 
（DG-M4-94）會發生更親近生

活的故事 
 
 
 
 
 
 
 
 
 
 
 
 
 
 
 
 
 
 
 
 
（DG-M4-95）不是只有客戶關

係 
 
 
（DG-M4-96）在市區是各忙各

的事 

問題二十二：那現在這樣變得比較忙碌，有比較

開心嗎？ 

 
 
（DG-M4-97）生意比預期好 



 

 167 

（妙青）：有欸！我常有時候也會想，我們為什

麼要讓自己這麼忙，我搬進來的用意，無非是讓

自己過得舒適，可是我真的沒有想到，我會這麼

忙！我是真的千想萬想，是真的想不到我會這麼

忙，這是我始終未解的。 
（家慧）：那有預計說，做幾年要休息嗎？ 
（妙青）：沒有哦，我們小孩還很小捏～一個比

較大，然後這個妹妹是小的，未來要接我們的工

作，所以我們要好好的把這個扶養長大～ 
 

 
 
 
 
 
 
（DG-M4-98）店未來會給小孩

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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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米竹（LM） 
訪談時間：2019/05/09 
受訪者：葉怡麟（M5） 
受訪者背景：鹿米工坊是由來自旗山葉怡麟創立，一直對竹編情有獨鍾的她，因

為接觸「留美計畫」來到美濃創業，與笙竹工坊、竹田竹編工作室合作，主要多

以教學為主，整個團隊雖各自獨立運作，卻也是合作夥伴關係，串連各領域竹編

工匠一起開設課程，透過課程也集合了各式原因而留在美濃打拼的青年。 

訪談內容 開放型譯碼 
問題一：是什麼樣的動機讓你想要來到美濃這裡

地方開工作室？ 
（怡麟）：我本身是旗山人，然後我夫家是在美

濃在龍肚那邊，我會決定來，應該是說，一開始

是為什麼要決定開一間竹編的店，應該是我為什

麼會以竹編這個工作為我的主要的工作。 
（家慧）：是為什麼？ 
（怡麟）：就是想找一個可以在家工作，又可以

帶小孩的工作。但是齁真的做了之後之後，才發

現好像不是這麼回事，變得更忙。 
 

 
 
 
（LM-M5-1）決定竹編為工作 
 
 
 
 
（LM-M5-2）一開始是以方便為

主，後來發現很忙 

問題二：我看你這邊編的種類很多，是小時候有

人教嗎？ 
（怡麟）：沒有、沒有，我也是讀雲科阿，我們

老師是竹編課，就是一門在文資系的選修課。其

實我大學的時候就很有興趣了。只是不知道他到

底真的可以幹嘛，所以後來就沒有繼續做。但是

後來我繼續讀了大學，又讀研究所，然後我就轉

讀文物修復，也是文資系的，後來就因緣際會下

就回來高雄工作，然後就有接觸，一位之前也是

在學校，就是他也是雲科的學長也是是前輩啊，

也是在高雄，他們家在岡山那邊，也是很有心，

然後就想說好啦下班，反正下班也沒事就去他那

邊學好了，所以才又回來接觸竹編，那時候就還

在高雄工作的時候。也可以說跟竹編蠻有緣的。 
（家慧）：因為我周遭要認識一個會竹編的其實

很難欸。 
（怡麟）：對啊。因為這樣子，這樣子才回來。

然後剛好又有這個留美計畫。 
 

 
 
（LM-M5-3）大學發現竹編興趣 
 
（LM-M5-4）以為竹編沒未來 
 
 
（LM-M5-5）一直會用額外時間

學習竹編 

問題三：留美計畫是你自己去找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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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麟）：留美計畫，其實是那個學長他，他大

學讀雲科，然後後來研究所就讀那個高師大的客

家所，所以其實是他先在美濃這邊開竹編課，就

是我現在這個工作室也有一個班，就是竹編的

班，然後就是他三、四年前就開始開的，那時候

還不在這邊，再另外的地方有一戶人家的夥房，

就在那邊就先開了，後來這邊開了之後才來這邊

上課，他也會來教學，所以就是在這邊開課的老

師，其實是我學長，我其實沒有在這邊開課。 
（家慧）：那留美計畫是透過怎樣才知道有這個

機會？ 
（怡麟）：其實就是那個學長跟我講的，因為留

美計畫一開始是要找他來，可是他就是在岡山太

遠了啦，他就問我要不要試試看，所以就想說不

然就試試看。 
 

 
（LM-M5-6）透過前輩帶領開課

教學 
 
 
 
 
 
 
 
 
 
（LM-M5-7）前輩為貴人介紹他

來留美計畫 

問題四：目前的發展是以教學為主嗎？ 
（怡麟）：是。其實做工藝的大部分還是以教學

為主，除非就是真的已經很知名到是藝術家等

級，就是人家才會收，但是大部分還是都教學

啊，我認識的老師們也都還在教學，竹編的老師

們大部分也都是教學，當然也有一些沒有教學的

啦，就編好玩的。 
 

 
（LM-M5-8）工藝多以教學為主 
（LM-M5-9）知名藝術家的作品

才有人會收 
（LM-M5-10）竹編師多為教學

或是編好玩的 

問題四：會不會覺得就是你們辛辛苦苦編，然後

有人就是想要直接買，會對商品會殺價嗎？ 
（怡麟）：我覺得就是。我其實本來就有這樣的

心理準備才回來的，就是我其實並不期待，這工

作室真的是變成一個販售東西的地方，因為我覺

得可能有點困難，因為尤其是這個東西現在已經

漸漸脫離一般人的生活中。我其實傾向是以教學

為主，讓大家先去接觸、認識這個材質，他是真

心喜歡這個材質，他就知道這個真的要花多少時

間去做，他們也會比較珍惜，就不會殺價，就知

道真的很麻煩，需要很多工，自己做就會知道真

的是這麼辛苦做出來的。 
 

 
 
（LM-M5-11）抱有被殺價心理 
（LM-M5-12）覺得工作室販售

商品困難 
（LM-M5-13）竹編已脫離生活 
（LM-M5-14）傾向教學為主 
（LM-M5-15）學過才知道珍惜

與製作辛苦 

問題五：目前這個就是你這個團隊，除了你還有

剛剛那個學長是老師，還有其他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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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麟）：其實，我們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室，然

後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可是如果要一起工作也可

以，這團隊在這裡的話，就是我自己。 
 

（LM-M5-16）有跟各個工作室

合作，多以自己為主 

問題六：你這一整個禮拜的話，你會去如何安排

行程？ 
（怡麟）：基本上我是看哪一天有課，第一個決

定的就是哪一天有課，因為我們的工作他，他需

要很大量的手工，那除非是像有一些，可以用現

成的竹材，去給學生直接製作，不然，大部分的

工作，其實都是我們需要去幫學生準備材料，所

以，我現在其實有在工作室，大部分時間都在幫

學生備料，現在手上在做的是範例，要給學生做

的。 
 

 
 
（LM-M5-17）以課程時間為主 
 
（LM-M5-18）大部分時間是幫

學生備料、準備教材 

問題七：目前開課到現在已經多久了？ 
（怡麟）：我就是從開店到現在大概是，還沒兩

年吧，我是八月還是九月開的，一年半有了。 
 

 
（LM-M5-19）營業已有一年半 

問題八：那當初來這裡開店的時候，永安老街的

房子，也是透過認識的人來找嗎？ 
（怡麟）：也可以說是透過認識的才找到的，因

為那時候，其實一開始要找，真的蠻不好找的，

而且他送計畫之前就要先找好房子，然後那時後

來看了很多次啊，這條街又已經人口已經老年化

了，通常都看起來很像都沒有人在家的樣子。找

了滿久的啦，後來就用走的，一間一間看剛好問

到，然後也是因為很像有一點點親戚關係啊，但

是我也搞不清楚，遠房的就是跟我老公他們家的

那邊有一點點親戚關係。 
（家慧）：其實美濃好像很常遇到這樣有一點親

戚關係。 
（怡麟）：對啊。但是就是美濃人也很封閉，就

是他們蠻排外的我覺得…。 
（家慧）：那你來到這裡有覺得被排外嗎？ 
（怡麟）：覺得有啊。還是有啊，他們其實對這

間店是好奇，就是完全不瞭解，一開始很好奇，

就會來問、就會探聽啊。 
 

 
 
 
（LM-M5-20）計畫前要先找房

子，一度遇到困難 
（LM-M5-21）老街人口高齡，

看起來都沒人在家 
（LM-M5-22）一間間找發現有

親戚關係才順利租到房 
 
 
 
 
 
（LM-M5-23）多數美濃人有排

外心理 
 
（LM-M5-24）左鄰右舍的好

奇、探聽 

問題九：那有什麼不好印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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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麟）：每一個都要問我房租多少錢，對啊真

的很煩，他們就是… 
（家慧）：是對這計畫有興趣的人來問嗎？ 
（怡麟）：不是，他們是有一種，阿怎麼會租在

這裡啊？！阿租在這裡是可以租多少，因為我工

作室比較後面，他們大家家裡都有一個…就是因

為現在人口越來越少，因為這條街原本是老街，

就是他們人口原本應該是很多的，可是人口現在

越來越少，但是他們其實一方面又不想要自己的

房子出租出來，因為他們就是還要使用，可是他

們實際上又不需要使用那麼多的空間，但他們又

不願意把這些空間釋出來。就是很多複雜的心理

層面。就是覺得租出說又可以賺一點，對他們好

像不錯，可是又不想要租出去。所以就會來探聽

到底是租多少錢，前面那邊，我覺得早期也是這

樣子，只是他現在因為越來越多店家了，那他們

出租的意願也比較高，所以他們才可以這樣，大

家集合在一起。 
 

 
 
（LM-M5-25）開業地點在老街

後段，常被詢問原因 
 
（LM-M5-26）老街居民開始考

慮想出租房子 
 
 
 
 
 
 
 
（LM-M5-27）店家變多改變當

地居民房子釋出意願 

問題十：那你會有想要改位子嗎？ 
（怡麟）：不想，我不想要搬去前面，相較之下

前面比較熱鬧啦，但是我的工作其實不太…我自
己會不太希望，我的工作是一直要被打擾的。 
（家慧）：就比較不喜歡，觀光客會一直來看

嗎？ 
（怡麟）：對啊、對啊、對啊。而且我不像他們

是真的以販售商品為主，我其實是上課，而且我

的課又不是說真的散客、遊客那種可以來玩的，

就是當然也可以啦，但是我不太喜歡接，因為他

們通常看上要做的東西都比較複雜，但他們又沒

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做，然後變成說，很多步驟，

幾乎都是最後我做吧。 
 

 
（LM-M5-28）工作性質希望不

太被打擾 
 
 
 
 
（LM-M5-29）以教學為主 
 
（LM-M5-30）主要街常態性學

生 

問題十一：所以會想要去設計一日來學習的簡單

課程嗎？ 
（怡麟）：我覺得一日的都還好，就是那種一兩

個小時那種，然後你又在鄉下地方，你又不可能

像在百貨公司，可以收他們比較貴的錢，你在鄉

下你收那麼貴的錢，他們就會不要來。所有我就

不要開這樣的課。 

 
 
（LM-M5-31）教學花費時間較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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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慧）：這樣子的話你現在學員，應該都是在

地人居多囉？ 
（怡麟）：對！比較多，因為他們通常都是社大

的課，那種長期的，旗美社大的課就會來我工作

室上，就是我說那個永生（學長）的課，或者是

我現在也有，一般是在桃源。山上六龜再進去的

那個桃源。所以大部分時間是在幫學生準備材

料。 
 

 
 
（LM-M5-32）長期、在地學生

居多 

問題十二：有人會因為看到留美計畫有介紹你的

店來這邊嗎？ 
（怡麟）：不知道欸，我很少跟客人講話。 
（家慧）：所以他們客人來到這裡，進來看你

會？ 
（怡麟）：我也不會怎樣啦，但是我通常不會跟

他們聊天，不友善的老闆。他們也可能進來，然

後不知道可以幹嘛。 
 

 
 
 
 
 
 
（LM-M5-33）不太會與新客人

互動 

問題十三：你是在旗山出生到長大，那之前在外

面哪裡工作？ 
（怡麟）：我在高雄正修科大，那時候去外面工

作之後，才再去跟那個學長學的，不然也太遠

了，也算是返鄉青年吧，就在隔壁鄉。 
（家慧）：留美計畫，很多人像是啖糕堂的話，

他們有些都是外地人，可以把你們稱作留美青年

嗎？ 
（怡麟）：對啊對啊！是啊！就是因為留美計

畫，不然我也不會在這裡，應該說是因為留美計

畫，我才會在美濃，不然我就會在旗山，因為我

們家有另外一間房子，其實就可以工作了，我並

不是一定要來美濃。 
 

 
 
 
 
 
 
 
 
 
（LM-M5-34）留美計畫使她留

在美濃 

問題十四：當初申請的計畫，他有限制幾年嗎？ 
（怡麟）：一年啊，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小孩。

因為我婆婆白天會幫我帶小孩，我現在每天都回

旗山住，就是下午工作結束就會去美濃把小孩接

回旗山，然後回家住一晚，早上再把小孩帶去給

我婆婆顧。 
（家慧）：所以婆婆也很支持你做竹編？ 
（怡麟）：他們沒有什麼意見啦。 
（家慧）：小孩還很小嗎？ 

 
（LM-M5-35）因為小孩關係繼

續留在美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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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麟）：一歲又一個月，其實那時候，這邊滿

一年的時候，也是在想說要不要搬走，也有在考

慮，因為畢竟產權複雜，我租的這間，他只願意

租我這半邊，旁邊是不能使用，可是兩間是打通

的，然後他每天會有，就是我真正的實際的房

東，他其實已經沒有住在這裡，他們住在高雄，

但他的姑姑住在斜對面，所以他姑姑每天會來看

一下。就是，一方面也覺得，我打擾他們。 
（家慧）：看來你是一個比較注重隱私，跟不想

被打擾也不喜歡打擾到別人的人。 
（怡麟）：對啊！就是麻煩，應該說不喜歡跟人

家交際吧。 
 

 
（LM-M5-36）想搬走是與房東

問題未解決 

問題十五：那這樣子的話，有打算給自己的期限

說，想要在做幾年嗎？ 
（怡麟）：我只能確定竹編，我是會一直做下

去，但是會在哪裡做並沒有一定。 
（家慧）：那如果這裡沒有達到預期的話會離開

嗎？ 
（怡麟）：或者說小孩可能要改變他的作息之

後，我就會考慮是不是要離開，我覺得是以小孩

為主，不然，其實我本來已經想要搬回去了，只

是因為想說小孩還是每天都還要載來美濃，就看

可以撐多久就撐多久。 
 

 
 
（LM-M5-37）會一直做竹編，

地點不確定 
 
 
 
 
（LM-M5-38）能經營多久就多

久 

問題十六：如果留美計畫少妳這間店的話，真的

會少很多特色，不覺得嗎？ 
（怡麟）：不會啊，前面還是有很多有特色的

啊。 
（家慧）：因為美濃雖然以前很多竹編，但是現

在實際上會的很少了。 
（怡麟）：就是沒有人在做了啦，也沒辦法做這

個也不會賺錢。 
（家慧）：不然未來開一間展示間，可以拿出來

賣。 
（怡麟）：對啊！之前有一間草木生活啊，我們

遇到的問題其實就是滿類似的，只是因為我這邊

又有常態性會開課，阿他那邊就是真的是他創作

工作室，然後跟一個展售的空間，像我就真的很

 
 
（LM-M5-39）永安老街已有許

多特色商店 
 
 
（LM-M5-40）很少人做竹編，

也不太賺錢 
 
 
 
（LM-M5-41）常態性開課，撐

比較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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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賣東西啊，都上課為主，他們也是上課為主。

所以變成說他那個空間，也沒什麼在使用。 
（家慧）：我有去看草木生活，就想說這裡還有

人嗎？ 
（怡麟）：現在沒有。 
（家慧）：他們是做什麼的教學？ 
（怡麟）：他是做軟性纖維的編織，比如說紙

張，他們會去草紙或者是籐皮，或者是月桃葉，

那種比較柔軟的纖維的，她先生是做木雕方面。 
 
問題十七：那時候在高雄工作好好的，怎麼會想

要回來這裡工作？ 
（怡麟）：我覺得是為了回來做竹編才離職。哈

哈哈，其實我是不想要繼續待在那公司，一部分

是因為不想繼續在公司，可是那公司實際上又不

錯，他就是朝九晚五，然後你去上班就上班，然

後下班就是下班，我們也很少加班，所以那時候

家人是很不想讓我離職，想說好吧，那我去結婚

吧，結婚之後應該就不會管我了吧，應該是這樣

子，蠻曲折的哈哈。可能也是因為以前在學校，

也會幫老師做計畫案，計畫案基本上就是你就把

計畫做好，老師也不太管你，那時候上班就是，

你時間一定要在那邊，就算你沒有事，你還是不

要在那邊，然後你又不能表現出你很沒有事，要

裝忙要被綁在哪裡，也是有發生一些事啊。 
 

 
 
（LM-M5-42）為了做竹編離職

原工作 
（LM-M5-43）不想待原公司 
 
（LM-M5-44）結婚後才回鄉下 
 
 
 
 
 
（LM-M5-45）上班沒辦法做自

己喜歡的事 

問題十八：回來這裡的話，有沒有什麼一些不方

便的事？會不習慣嗎？ 
（怡麟）：我覺得房東的問題比較大吧。除了這

個其他還好。 
（家慧）：所以房租有比前面貴嗎？ 
（怡麟）：是沒有比前面貴啦，所以我才可以繼

續待下來，不然我就走了。我只租一半，而且我

又沒有收入，如果租金跟前面一樣的話我就要回

家了，我這邊是五千，就是一樓的這一半，我還

是覺得很貴。因為他們前面一萬是整棟，而且他

原本租我六千欸，是因為我本來要搬去草木生

活，我就跟房東講，然後房東說阿我上次其實就

想要幫你降房租啊，後來就想說好啦我還是留下

來吧。所以說不定哪天真的，我就覺得五千塊，

 
 
 
 
 
 
（LM-M5-46）老街後面房租較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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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辦法了，我就會走，因為現在就是因為小

孩還會帶回去，不然回家又不用付房租，每個月

就多五千塊，差很多欸。 
 
問題十九：有沒有打算直接把作品寄放在前面的

店家寄賣？ 
（怡麟）：對啊！如果哪天我不在這裡的話，我

就會拿去那裡寄賣，我之前也有想這樣，等我這

邊沒開了吧。 
 

 
 
（LM-M5-47）不開業的話會把

商品留給別店寄賣 

問題二十：那當初會取名鹿米竹的原因是？ 
（怡麟）：是因為我的名字，葉怡麟，麟是麒麟

的麟，就是一個鹿一個米一個舛，我就取前面兩

個，想了很久哦，真的想不出來，突然就讓我想

到了。 
 

 
（LM-M5-48）以本名後面的麟

拆解取名 

問題二十一：後來在這裡開業的話，自己的親友

對這裡有什麼想法嗎？ 
（怡麟）：就還好，他們不太管我，因為那時候

我已經結婚了，就他們也沒有反對，當時第一個

反對是因為我從正修離職，但是我結婚之後，我

才從正修離職，所以他們也沒有理由反對我在這

邊，不然我就待在家裡而已。 
 

 
 
（LM-M5-49）結婚後比較自由 

問題二十二：來這邊有遇到一些讓自己感動的事

情嗎？或是特別經歷？ 
（怡麟）：感動的事情或特別的經歷喔，正面的

嗎？就本人也不是感性的人，一切都覺得還好，

哈哈哈哈。 
 

 
 
（LM-M5-50）過平凡生活 

問題二十二：為什麼想要用竹編這個東西來創

作？ 
（怡麟）：就是因為他其實有很多種材質都可以

來進行創作，為什麼會挑竹編，就是因為他是個

對環境很友善的的的材質，因為他又不像木頭要

五年、十年以上，要長成材才可以使用，竹子大

概三到五年就一定要砍下來，就是如果你要使用

的話，大概三到五年就一定要砍下來，如果再久

一點他就老了，它的纖維就沒有，沒有應該有的

彈性，就會比較脆化，如果是有管理的竹林，他

就是一邊疏伐，然後把這些疏伐下來的東西就可

 
 
 
（LM-M5-51）竹子是友善環境

材質 
（LM-M5-52）竹子長得比木頭

快 
 
（LM-M5-53）竹子太老會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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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製作東西，那如果當有一天這東西讓你使用

到壞掉的時候，他也是一個自然的材質，他不會

對環境有什麼影響，這是那時候想要回來做竹編

的關係。 
（家慧）：那你們就是有特別去找竹林嗎？ 
（怡麟）：我就是因為在雲科上課的關係，我們

老師就是南投那邊的人，所以我們就用南投那邊

的竹子，南投那邊還有一個竹材加工的產業區，

那一帶就是很多竹材加工廠，還有就是現存還

有。 
（家慧）：會特別從那邊運過來？ 
（怡麟）：我們還是會去那邊運竹子的過來，一

部分是因為就是習慣這樣的竹材，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因為那邊有竹材加工廠，所以他會先幫我們

前置處理好這些竹材，以前的話他們竹子要使

用，他們就會把竹子先取下來，就是在適合時間

取下來，那他比較不容易長蟲，但是他還是必須

要經過一些煮，蒸煮的煮處理，幫他去油、去蟲

之後，他就會比較耐放，所以就是那邊的工廠，

他們還有在大量加工，就是幫人家處理這樣，就

是一整隻我們就可以用。當然，在美濃這邊，我

們可以上山去砍，但是就要自己上山去砍。大部

分我們做的都是帶皮竹編，所以需要自己剖開這

樣，也沒有限制長度。 
 

（LM-M5-54）以不傷害環境為

優先考量 
 
 
 
 
 
（LM-M5-55）會跟南投竹材加

工區買竹材 
 
 
 
 
 
 
 
 
 
（LM-M5-56）竹子先需加工才

會比較耐放 

問題二十三：來到這邊工作的話，跟自己想像的

差別嗎？ 
（怡麟）：就是實際上是沒辦法能帶小孩的，因

為這邊危險，而且以前就想說小孩就放著應該可

以吧，根本不會，他在旁邊吵得要死，然後你給

他關起來，她不要在裡面又要出來，然後你要出

來又怕他撞到，這邊又那麼多工具，然後大一點

就上幼稚園了，所以我有可能搬離開是送小孩去

幼稚園的時候吧。 
 

 
 
（LM-M5-57）原以為開業可以

帶小孩結果沒辦法 

問題二十四：到現在有遇到會有想關門的念頭的

事情嗎？ 
（怡麟）：我覺得是，也沒有到想要直接關門，

但是我現在有個很難突破的問題，我怎麼去跟…
我也不是不想要販售商品的，但是我到底要怎麼

 
 
 
（LM-M5-58）難跟客人解釋竹

編商品的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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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跟顧客溝通它的售價，以及這些工時的問題，

這部分我覺得要從很多方面去討論這件事，他們

才可以理解。也是會有一些客人就是真的了解我

們製作上面的困難，或是耗費的精力。 
（家慧）：還是就是可能需要放一些自己在製作

影片，就在旁邊一直有縮時，有客人來他們也可

以看，影片介紹說，就是要做這麼久，大概知道

真的是這樣子慢慢做的。 
（怡麟）：有啊還有另外一個，也是之前他們一

直就希望我可以把這邊弄得更像商店一點，就不

要那麼像工作室，這裡真的很像工作室，對啊，

就是希望他可以更像商店一點，我覺得我在這件

事處理上也有一點瑕疵，就是我應該在尊重他一

點，就是應該先跟他講，反正就已經這樣了，我

現在暫時不想管這件事。所以我心裡面其實也很

逃避這件事，就是我不想要面對這件事，所以很

常他們來這裡，其實我不是個善於交際的人，但

我也不是那麼不擅長交際，但是因為我沒有辦法

跟他們溝通價錢這件事，所以我就不想跟他們交

際，因為沒有明確的一個定價，也不知道怎麼

收，通常我們就是看工時，但是他們真的沒有辦

法想像，我們真的花了這麼多時間去做這個東

西。因為台灣…我覺得這個要從整個台灣人的生

活去理解這件事，為什麼我們會後來這麼依賴塑

膠的產品，就是因為便利性，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想像，真的有人願意花這麼多的時間，為什麼不

是很便利的他就可以出現。 
 

 
 
 
 
 
 
 
 
 
 
 
（LM-M5-59）許多人建議把工

作室改得像商店一點 
（LM-M5-60）目前沒打算改成

商店 
 
 
 
（LM-M5-61）逃避販售商品問

題 
（LM-M5-62）商品價格太高客

人不買單 
（LM-M5-63）難改客人價值觀 
 
 
（LM-M5-64）現在人多以便利

性為主 
（LM-M5-65）忽略傳統工藝所

花的時間與價值 

問題二十五：到現在這樣營業有辦過什麼活動

嗎？ 
（怡麟）：你可以去粉絲頁看啊，就是很少辦活

動，後來之後計畫結束就更少了，就是連更新都

有點懶。 
（家慧）：在那時候會有他們檢查的壓力嗎？ 
（怡麟）：會啊！而且其實我原本預計這個地

方，一開始寫計畫的時候，我希望這邊是一個工

藝的中心，希望開設各種傳統工藝的課程在這

邊，所以那時候自己也會有招生壓力，因為就是

必須要持續的有，就是粉絲頁要跟大家互動，他

們才會看到你粉絲頁的訊息，所以那時候就會，

 
 
（LM-M5-66）起初積極辦活動

現在多固定課程 
 
 
 
（LM-M5-67）當初規劃開設各

種傳統工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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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會有一點點壓力，現在就是隨便啦，這樣會

不會太隨意…我覺得，我現在是有一點覺得他們

是不是太執著於老街這個詞了，為什麼一定要是

一個老街，為什麼要跟旗山一樣，既然他們都不

想要做成…他們來都會跟我們說，我們就是不想

做成像旗山老街那樣，那為什麼你還要執著於這

個老街這個名詞在那邊，但雖然確實這邊曾經是

一條蠻熱鬧的地方。 
 

（LM-M5-68）認為大家太執著

與塑造老街樣子 
（LM-M5-69）又想要與一般老

街不一樣 

問題二十六：那如果有些人想要透過留美計畫來

這裡開店有沒有什麼建議？ 
（怡麟）：祝福他順利找到房子，尤其是現在要

找到一個，覺得應該還是有可能，你就一開始，

就要找到那個房東，願意簽給你四年，我連這都

房東都只願意一年、一年這樣簽，不然你跟他簽

了合約簽了四年，結果你只跟房東簽了一年，然

後你第二年就沒有地方去了，那你要去哪裡？要

搬家又要花一筆錢，一筆裝潢錢。我覺得後面改

四年真的太誇張了，除非他家就在永安街上有自

己的房子。 
 

 
 
（LM-M5-70）祝福想來的人找

到房子 
（LM-M5-71）留美計畫從一年

改成四年五十萬 
（LM-M5-72）找到願意簽四年

合約的房東 

問題二十七：再來會想要在尋找別的資源嗎？ 
（怡麟）：其實陸陸續續就會想是不是要再申請

其他的，但都覺得還好沒有申請，因為我有夠忙

的，主要也是要帶小孩，我沒有辦法像以前晚上

還辦公室是寫計畫。 
（家慧）：在那之前有得到一些什麼公部門的資

源嗎？ 
（怡麟）：你說鹿米竹工坊嗎？沒有。對了！你

剛剛問我開店後有沒有什麼感動的事情，我覺得

就是同學們很好！這樣子的感覺很好，因為他們

也上很久了，然後有些是返鄉青年，像這個課程

組成的成員都是奇人異事，就是在美濃各種可以

正常生活，有點難理解，但是他們都是做一些自

由業的，他們都不是像去上班那種或是自己開店

那種，應該說這個班全部都是自由業，只有一個

公務員就是學校老師，都是十八般武藝，什麼都

有，因為這班也上很久了同學們都很熟。 
 

 
（LM-M5-73）有想過申請其他

計畫補助 
（LM-M5-74）帶小孩關係沒多

餘時間寫計畫 
 
 
 
 
（LM-M5-75）來美濃開課遇到

許多青年 
 
 
 
（LM-M5-76）自由業青年居多 

問題二十八：那一個禮拜會開哪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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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麟）：最固定的就是禮拜五，因為禮拜五要

上課。 
（家慧）：這裡的作品哪個是同學第一次來都會

喜歡的？ 
（怡麟）：這邊的學生都很喜歡做實用的作品，

或者是因為這邊也有很多是農夫。他們也不是專

職農夫，只是他們的一部份的工作，他們會去擺

攤，就可以做一些擺攤要用的籃子之類的。 
（家慧）：這面牆的油漆，是當初自己漆的嗎？ 
（怡麟）：對啊，因為這邊也沒有什麼…門也是

原本的，聽說原本的門更漂亮，後來不知道為什

麼就換成這種，這整個空間是蠻不錯的。 
（家慧）：目前這些學生都是都美濃人嗎？ 
（怡麟）：他們都不是美濃，他們都因為一些特

殊的原因住在美濃，像這位是因為開野上野下就

來開店，後來就住在美濃，然後現在就是因為已

經習慣住在美濃了，就算沒有開店，還是可以住

在美濃，因為他的工作其實沒有什麼地區的限

制，就是一樣是做文創只有電腦就可以工作。 
 

 
 
 
（LM-M5-77）多以實用作品受

大家喜愛 
 
 
 
 
 
 
 
 
（LM-M5-78）學員多為因不同

原因而留在美濃的青年 

問題二十九：吸引你留在美濃的原因是因為習慣

了嗎？ 
（怡麟）：就是習慣了沒有其他理由，而且一開

始會來鄉下住的，我自己啦，我會蠻排斥再去都

市的，所以朋友都在這裡，朋友也很大部分都不

是美濃人，但都住在美濃，年紀都差不多。 
（家慧）：當初是怎麼宣傳這間店的像是推銷課

程之類的？ 
（怡麟）：我沒有特別宣傳，就是開了粉絲頁，

在上面公告就有人來報名，我投過一次免費的廣

告，因為我就是那個廣告效益不大，因為我去用

了廣告之後就知道他是怎麼運作了，然後我就會

去看別人的廣告，然後就會發現我其實都一直重

複看的一樣廣告，所以那個曝光率，他其實是一

直曝光給重複的的那些人啊。我們之前投的廣告

更誇張，就是他可以看，就是你看完廣告你可以

看到哪些人按讚，投完之後按讚啦，反正他會給

那些曾經參加過那個地區周圍活動的人這些光

告，選擇那個受眾就是有點怪。 
（家慧）：這樣子你喜歡美濃嗎？ 

 
 
 
（LM-M5-79）一直習慣待在鄉

下，反而排斥去都市 
 
 
 
 
 
 
（LM-M5-80）為粉絲團打廣告

卻受眾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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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麟）：不討厭吧，還有一個喜歡的原因就是

這邊有一堆無業遊名哈哈，其實這邊， 
這個課程裡面有很大一部份的人都是對環境、對

於教育，他們都有一定程度的共識，我覺得這是

一部份，因為旗山…也是有啦，但是我現在在美

濃，雖然很近但事還是有一點距離。 
（家慧）：對於美濃的編織竹藝歷史有瞭解嗎？ 
（怡麟）：不是很了解，但是美濃有一個在做竹

門簾的，他們最近不做了，雖然珍貴但是不值

錢，可能未來會有人會去想這個區塊，價值觀的

也需要調整。 
 

 
（LM-M5-81）與學員都有共識

感情好 
 
 
 
 
 
（LM-M5-82）傳統工藝稀有但

沒人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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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受訪者知情同意書 

論文名稱：留在美濃發展之老街再造－以永安老街留美計畫為例 

研究目的： 

1.探討永安老街留美計畫之青年，留在美濃發展之原因。 

2.探討永安老街留美計畫之青年，運用美濃文化元素結合文創之特色。 

3.留美計畫的發展，創造老街再造新契機，探究永安老街獲得的幫助與影響。 

4.探討永安老街的發展狀況與改變。 

受訪者配合事項 

1. 落實知情同意原則，受訪者在自主同意下才接受面對面訪談。 

2. 訪談約 1~2小時，有觀察、錄音和拍照紀錄。 

商業利益 

您參與本研究不會直接為彼此帶來任何的商業利益，但您的參與將對本論文研究

有所幫助，也間接協助社區釐清目前所面臨的問題，甚至瞭解未來發展的可行方

向，本研究沒有可能衍生直接的商業利益，而研究者亦非常樂意將研究論文印製

供社區參考及使用。 

機密性 

本研究依法將任何可辨識您的身份之紀錄與您的個人隱私資料視為機密來處理，

不會公開，也不會向與本研究不相關的人員透露。 

研究之參與 

在研究中您所受訪的某些問題或資訊，若使您感到不適，可不回答，或者退出受

訪，後續也可不需任何理由撤銷訪談內容資料。 

研究者：龔家慧 

所屬單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所 

指導老師：彭立勛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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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Fs/QCA 前測問卷 

美濃永安老街客家文化的留美青年文創實踐案例-問卷前測 
名 
詞 
解 
釋 

美濃永安老街 
昔日所稱的老街，主要是指永安路十

九巷的區域，曾經是當年最繁榮的商

業道路，古色古香的夥房林立，儼然

是美濃的歷史縮影，成為現今大美濃

地區最早出現的瀰濃庒（鍾美梅，

2015）。街上過去有不少藍衫、榻榻

米、理髮店等商店，曾榮景一時，因

青年外移，人口高齡化使街區漸形落

寞（黃佳琳，2016/09/21）。 

留美計畫 
高雄市客家文創人才留美培力實

施計畫，簡稱「留美計畫」，意

指留在美濃發展的計畫，目前邁

入第三年，透過每年徵選的方

式，徵選出夠創新且利用美濃在

地的東西創造，這些徵選出來的

人只限在永安路上開店營業，目

的是希望各領域的優秀人才能駐

留在此地，創造文創天地以「美

濃文創中心」為軸心，透過文創

發展產業之創新，藉此連結文化

的感動，打造南方客家小鎮－美

濃的文創美學小鎮。 
個 
案 
店 
家 
簡 
述 

果然紅（返鄉青年）：果然紅農藝生活，透過藝術創作結合客家農庄，

傳遞具有在地特色的美學生活。 

 
個 
案 
店 
家 
簡 
述 

濃夫生活（屏東高樹客家人）：種植無毒檸檬的小農，在美濃永安老街

開設的友善空間。供應輕食餐點、展售高屏地區小農產品、還有 DIY 與

展覽。 

 
個 
案 
店 
家 
簡 

啖糕堂（外地青年）：來到美濃遊玩後，就深愛美濃這塊土地，透過運

用在地農產品，融入到糕點製作出在地特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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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個 
案 
店 
家 
簡 
述 

鹿米竹工坊（旗山客家人）：鹿米工坊與笙竹工坊、竹田竹編工作室共

組合作聯盟，團隊雖各自獨立卻也是夥伴關係。同時，團隊也串聯多位

竹編工匠協力合作。 

 
Fs/QCA 
模糊質

性比較

分析法

的前測

問卷 

1.訪問對象：社造專家、設計類專家學者、美濃社區專家 
2.問題結構：文化保存與認知（保存）、留美青年的文化認同（認

同）、實踐與發展性（發展）、期望與外來性（未來） 
3.本問卷採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同意程度以 1至 5 分標

示，5 分代表非常同意，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請圈選適合的數字） 

文化保存與認知 
  非 

常 
不 
贊 
同 
1 

不 
贊 
同 
2 

普 
通 
3 

贊 
同 
4 

非 
常 
贊 
同 
5 

1. 您覺得美濃客家文化保存的必要性如

何？ 
     

2. 您喜歡美濃的客家文化嗎？      
3. 您覺得美濃永安客家老街，文化保存

的必要性如何？ 
     

留美青年的文化認同 
4. 您認同外地青年透過留美計畫自願性

留在美濃創業嗎？ 
     

5. 您認同外地青年與在地返鄉青年，透

過留美計畫留在美濃，稱之為「留美

青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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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認為「留美青年」運用的客家文化

元素與文創結合性是可行的嗎？ 
     

實踐與發展性 
7. 您認同目前「留美青年」在地發展的

方向嗎？ 
     

8. 您認為留美計畫是個可行的計畫嗎？      
9. 您對於「留美青年」的文創設計滿意

嗎？ 
     

期望與未來性 
10. 您認為「留美青年」留在美濃的未來

性如何？ 
     

11. 您對於「留美青年」在永安老街發展

的期望是如何？ 
     

12. 您會想要推薦親朋好友，或是親自來

美濃永安老街觀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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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Fs/QCA 後測問卷 

美濃永安老街客家文化的留美青年文創實踐案例-問卷後測 
名

詞

解

釋 

留美計畫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辦的「高雄市客家文創人才留美培力計

畫」，簡稱「留美計畫」，目的是發展文創產業，鼓勵各領域優秀文創

人才可以來到美濃創造文創實績（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2019/06/29）。目前留美計畫從 2015 年底便開始招募，2016 年入續有店

家進駐，真正啟動時間到至今已將近三年左右，在這期間不管是客委會

或是店家，都是在不斷的學習中進步，如何讓已經落寞的永安老街，成

為美濃的觀光焦點、聚集地，這將成為此計畫的最終目。 
留美青年 
在這裡指為自願、自發性透過留美計畫來到美濃發展的青年，有在地青

年、還有同為六堆的客家人、新移民、美濃媳婦。透過文獻可以整理

出，在現代會運用到「青年下鄉」這個詞的時間點，通常都是政府以及

外界對青年到鄉下發展的稱呼，但青年本身會選擇運用「社會運動」、

「文化運動、行動」，來代表自身在做的事情，不會希望被定義為是

「下鄉」；可能是過去「下鄉」的發展有過不好的歷史，促成後人不喜

歡被定義為是「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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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老街 
現今永安街分為上庄、中庄、下庄三個區域，上庄以東門樓為起點，中

庄由花樹下開始，途中會經過現今的文創中心（舊警察分駐所）、美濃

國小，下庄則有水橋、德勝公壇，一直到敬字亭作為永安老街的終點

（漫步美濃永安老街，2019/06/27）。中庄的美濃文創中心為當時的舊

警察分駐所以及警察宿舍，政府與客委會積極發展永安街，期望能變成

老街觀光勝地，除了新建美濃圖書館增加不少文藝氣息，還啟動了人才

留美培力計畫，希望可以留住青年人才等駐留在美濃，發展文化創意產

業，帶動永安街的活化與生氣。 

 
（照片來源：本研究拍攝） 

個 
案 
店 
家 
簡 
述 

果然紅農藝生活－農村、藝術、生活的結合文創： 
「果然紅」是由一對夫妻，蔡佳蓉高雄楠梓人與羅元鴻美濃返鄉青年共

同創造，與在地藝術青年、市集朋友等人合作，透過藝術美學與客家農

村生活的結合，推廣手工藝術創作品、農事體驗、在地文化導覽、食農

教育、藝文展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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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紅部分商品圖 

（照片來源：本研究拍攝） 
個 
案 
店 
家 
簡 
述 

濃夫生活－喜樂屋檸檬手作坊： 
濃夫生活－喜樂屋檸檬手作坊，是由一對夫妻從屏東高樹鄉，也是南部

客家六堆之一的客家人，來到美濃創業的，在本研究裡稱他們為留美青

年，透過留美計畫來到美濃創業之青年。專門種植無毒檸檬的小農，展

售高屏地區小農產品，以及供應輕食餐點，店面提供友善空間，舉辦

DIY 活動與展覽、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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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夫生活部分商品圖 
（照片來源：本研究拍攝） 

個 
案 
店 
家 
簡 
述 

美濃啖糕堂 Meinong Tankaotang： 
啖糕堂為留美計畫中的第一間店，是由一對糕點廚師夫妻所創設的，在

第一次來美濃遊玩時，就深深被這裡的人文風情所吸引，因此從高雄搬

至美濃定居開業，運用美濃當地農產品製作出精美糕點、麵包，期望將

啖糕堂打造成來這裡可以享用特色糕點的舒適地方，以及讓老醫院成為

永安老街特色建築之一，提供二樓活動展出且預計未來出租給後續想來

的留美青年。 

 
美濃啖糕堂部分商品圖 
（照片來源：本研究拍攝） 

個 
案 
店 
家 
簡 
述 

鹿米竹工坊： 
鹿米工坊是由來自旗山葉怡麟創立，一直對竹編情有獨鍾的她，因為接

觸留美計畫來到美濃創業，與笙竹工坊、竹田竹編工作室合作，主要多

以教學為主，整個團隊雖各自獨立運作，卻也是合作夥伴關係，串連各

領域竹編工匠一起開設課程，透過課程也集合了各式原因而留在美濃打

拼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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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米竹工坊部分商品圖 
（照片來源：本研究拍攝） 

Fs/QCA 
模糊質

性比較

分析法

的前測

問卷 

1.訪問對象：社造專家、設計類專家學者、美濃社區專家 
2.問題結構：文化保存與認知（保存）、留美青年的文化認同（認

同）、實踐與發展性（發展）、期望與外來性（未來） 
3.本問卷採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同意程度以 1至 5 分標

示，5 分代表非常同意，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請圈選適合的數字） 

文化保存與認知 
  非 

常 
不 
贊 
同 
1 

不 
贊 
同 
2 

普 
通 
3 

贊 
同 
4 

非 
常 
贊 
同 
5 

1. 您覺得美濃客家文化保存的必要性

如何？ 
     

2. 您喜歡美濃的客家文化嗎？      
3. 您覺得美濃永安客家老街，文化保

存的必要性如何？ 
     

留美青年的文化認同 
4. 您認同外地青年透過留美計畫自願

性留在美濃創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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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認同外地青年與在地返鄉青年，

透過留美計畫留在美濃，稱之為

「留美青年」嗎？ 

     

6. 您認為「留美青年」運用的客家文

化元素與文創結合性是可行的嗎？ 
     

實踐與發展性 
7. 您認同目前「留美青年」在地發展

的方向嗎？ 
     

8. 您認為留美計畫是個可行的計畫

嗎？ 
     

9. 您對於「留美青年」的文創設計滿

意嗎？ 
     

期望與未來性 
10. 您認為「留美青年」留在美濃的未

來性如何？ 
     

11. 您對於「留美青年」在永安老街發

展的期望是如何？ 
     

12. 您會想要推薦親朋好友，或是親自

來美濃永安老街觀光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