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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希望透過「艋舺社區博物館」的營造，將萬華的人文與社會
環境轉變為一個完整的博物館，讓社區內各類特色產業、街友與居
民的生活模式，成為博物館內最真實且活潑的展示文本。其次，「
艋舺社區博物館」各類導覽動線的串連與營運，將有助商圈業者、
街友和在地居民相互連結，形成社區經濟的合作平台。第三，對於
參與「艋舺社區博物館」導覽體驗活動的民眾來說，也能從中反思
自己的價值預設或文化偏見，引發尊重、同理心和相互理解的友善
關係。最後，對擔任「艋舺社區博物館」導覽員的街友而言，社區
博物館各項勞動也等於提供他們正向社會角色和工作機會，使其習
得一技之長，進而重返社會生活。如此建構出來的「地方精神」或
「在地故事」，才可能吸引更多心生羨慕的觀光客前來造訪；連帶
地，更多社區民眾也會更願意關心公共議題、參與社區產業發展行
動。

中文關鍵詞： 生態博物館、社區博物館、艋舺

英 文 摘 要 ： The first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make u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nga
Community Museum to transform the human and social context
of the Monga community into an integrated museum. The
area's distinguished properties, the lifestyles of local
residents as well as that of the homeless from within the
community will make up the museum's most authentic and
lively displays.
    Secondly, we want to use the connections created by
working with the tourism industry to help bring local
businesspeople, the homeless and local residents together,
thereby forming a platform for the local economy.
    Thirdly, those who experience these activities through
the Monga Community Museum will be able to rethink their
own personal values as well as any cultural biases they may
have, thereby establishing friendly relations based on
respect, empathy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Lastly, for the homeless who act as museum guides, all
of the physical work involved with the community museum can
be seen as a job opportunity, helping them to play a role
in society, to acquire work skills and to return to a more
normal life. The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only by
constructing "local spirit" and
"local stories" in this way will they be able to make
tourists envious and thereby attract more of them to visit.
Similarly, it will also lead to more people from the
community being willing to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social
issues and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roperties.

英文關鍵詞： ecomuseum, community museum, Mo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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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重要性與研究問題 

一、萬華的繁華與衰敗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2001）和黃鈺琦（2015）的研究，隨著大稻埕的興起，北部貿易中心轉移；

日治時期，淡水河淤積日益嚴重，貨運轉運途徑也由淡水河轉向台北火車站。特別是日本政府以各種

社會制度弱化民間力量，國民黨政府又選擇性地忽略萬華舊市區的發展；這些都影響到中產階級和青

壯人口留在萬華發展的意願。許多傳統產業在全球化經濟影響下，遭受國外廉價代工產品大量傾銷的

戕害，加上土地價格上漲、人力成本增加、連鎖商店進駐，傳統店家的數量日趨衰退，連帶地也使就

業機會銳減。取而代之的，是弱勢族群和低經濟產業開始發展，艋舺也就成為台北市歷史發展最早，

也是最快衰敗的內城地區。 

更細緻來看，在中萬華地區無論是不同商圈內部、各店家之間，或是店家老闆和下一代之間，都

卡在新舊文化交疊的尷尬處。他們經常為著究竟要因應年輕世代文化大幅改變經營策略，還是要維持

傳統經營模式以留住老顧客群，不斷發生爭執與拉扯；多數店家年輕世代也因為這種長期的不確定氛

圍，無意承接父執輩開創的事業。也因為這樣，各商圈店家過去雖然曾申請公部門資源，並在街道環

境和硬體空間上進行改造，但由於經營模式和商品風格從未有明顯調整，所以至今依然無法吸引年輕

客群進入。甚至不同店家之間，還會因為商圈文化與經營傳統是否需要改變，而產生不少歧見、甚至

衝突。加上萬華性工作者及街友大量盤踞，導致多數商圈店家將生意蕭條的重要原因歸諸於這些底層

勞動者，甚至陷入長期緊張和對立的關係（徐敏雄，2013，2015）。 

二、萬華街友和底層勞工的現況 

關於街友和底層勞工的當前處境，由於目前中萬華夜市及小吃攤眾多，跳蚤市集、阿公店、老人

茶室、廉價短期房屋林立，搭配四通八達便利的交通系統，使得周邊市鎮許多中高齡者及底層勞工都

它形成休戚與共的生活圈；鄰近龍山寺的三水街巷弄內私娼林立，部分也是為了做這些底層民眾的生

意。加上百年寺廟長期提供行善佈施之宗教動力，更使眾多無依老人、底層勞工與街友容易在此取得

物資。特別是 2005 年 1 月艋舺公園竣工後，開放便利的公共空間吸引大量棲息於龍三寺周圍及傳統市

場內的街友聚集，進而引發附近諸多商圈與店家的反彈與恐懼（孔令琪，2012；許智偉，2004；陳自

昌，1995；黃瓊慧，2007；陳靖宜、許家瑜，2016；徐敏雄，2013）。 

根據徐敏雄（2015，2016a，2016b）的研究發現，目前中萬華地區服務街友與底層勞工的組織團

隊，除了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的遊民專責小組，尚有臺灣芒草心慈善協會、人安社會福利基金會，還有

諸如活水泉教會、燈塔教會、萬華靈糧堂等教會團體。整體而言，這些團體提供的服務內容以日常餐

點、日常用品（衣物鞋襪等）、盥洗設備（含淋浴和洗曬衣物）、短期安置和職業介紹，以及宗教信仰

為主。相較之下，較缺少生命經驗轉化、人際支持系統建構，涉及自信建立的各種軟實力的培養，以

及協助弱勢族群重返社會的具體可行之社區行動方案。 

三、剝皮寮歷史街區的發展困境 

從日治時代，距離前述孤老、底層勞工和街友大量聚集的艋舺公園僅數十公尺的剝皮寮歷史街

區，就有在亭仔腳茶桌仔店喝茶、聊天與休閒的生活習慣。包括「秀英茶室」和「長壽茶桌仔店」，都

是在地民眾和高齡者十分重要的社會生活據點（文化部，2013；張瓈文，2006）。然而 1999 年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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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以剝皮寮為老松國小學校用地為由，強制徵收所有土地和建築物（陳馥瑋，2002；張澤平，2005），

使得秀英茶室吹起了熄燈號；長壽茶桌仔店則是轉至萬華社區大學旁的南寧路慘澹經營。 

根據徐敏雄（2015b）、張瓈文（2006）和蘇瑛敏（2012）的觀察，迫遷後的長壽茶桌仔店流失不

少顧客，連帶地它作為萬華老人生活據點的社會照顧功能和在地飲茶文化，也一併受到傷害。2016 年

6 月，長壽茶桌仔店還是敵不過隨著時間流逝的高齡茶友凋零速度，宣告結束營業。至於剝皮寮歷史

街區，多數時間是空蕩蕩的建築物，只有到週末才會有一些遊客前來拍照。2016 年 7 月起，臺北市政

府文化局雖然遵循柯文哲市長「全面開放」政策，從週二到週日的白天時段將剝皮寮所有建築的「大

門」開放，但內部卻是空洞、虛無一片，完全無法從中認識萬華真實生活與在地文化。臺北市政府雖

然保存了剝皮寮的物理空間，卻切斷了長久以來由在地民眾和高齡茶友們在剝皮寮與長壽號之在地空

間內共同形構的社會支持網絡、產業互賴關係，以及對空間的情感依附。對外來遊客而言，蒞臨剝皮

寮所見的也僅是 Urry(2002)在《觀光客的凝視》(The tourist gaze)一書中提到，源自全球消費文化之慾

望所產生的凝視框架，亦即出於旅遊市場或官方政治意識型態下的符號預設，而非在地民眾真正的生

活實體。 

四、研究目的：透過藝術創作營造艋舺社區博物館的意義 

為克服前述在地產業落寞、在地商圈連結不足，以及弱勢族群大量聚集等諸多因素，所導致的社

區蕭條限向。在本次科技部行動研究計畫中，研究者特別強調社區多元參與的精神，並希望努力將前

幾年得之不易的行動經驗和階段性成果，繼續延續下去。具體的操作方式，就是透過「艋舺深度旅遊」

的導覽體驗活動，「生命敘說導覽培力工作坊」的弱勢導覽員培訓與社群連結，搭配「青年藝術家駐村」

以及街坊鄰里和來訪遊客共同參與的「街角美術學堂」，搭起在地店家和居民、弱勢團體和青年朋友友

善溝通和長期合作的平台。 

過程中，研究者也將依循「行動中反思」(reflection in action)邏輯的「行動研究方法」，持續透過

方案規劃、方案執行、參與經驗觀察、結果反思與反饋的歷程(夏林清等譯，1997；McKernan, 1996)，

紀錄所有研究參與者一起交流、修正、重構萬華的地方精神與在地故事的歷程與內容，以瞭解「營造

艋舺社區博物館」之各項行動方案的操作軌跡、模式，及其對弱勢導覽員、青年志工、在地店家老闆、

社會大眾及社區居民認識、修正、翻轉或重構萬華地方記憶與生活型態的可能影響。希望透過這種社

會實踐行動以及歷時性的研究梳理，能具體發展並整理出兼顧臺灣傳統產業振興及弱勢族群培力的社

區營造模式。 

 

貳、文獻評析 

一、街友和底層勞工的現況及人際連結方案的推動 

（一）街友和底層勞工的生活處境、人際連結與自我認同 

在林萬億和陳東昇（1994）的研究裡，69％的街友是有意願工作的。只是不斷尋覓打工機會的街

友，經常得面對年齡、學歷、資歷、技能等各方面條件限制，所以他們多半僅能獲得體力勞動高度密

集、非典型雇用或短期工作（吳秀琪，1995；張晉芬，2013；陳自昌，1995；郭慧明，2004）。舉凡廟

會陣頭與抬轎、喪葬抬棺、販賣口香糖與玉蘭花、資源回收與清潔等等，都是他們經常投入的臨時工

作（陳自昌，1995；徐敏雄，2015）。只是一旦街友脫離正式勞動體制，街友們就無法受到政府勞動與

健康法令的相關保障，甚至得長久地處在被僱主剝削的處境之中（吳秀琪，1995；郭慧明，2004）。換

言之，包括街友在內的大批臨時勞動人口，其實是社會的「底層勞動者」(working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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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多數街友多從事臨時性工作，勞動法令或政策很難支持他們向雇主要求合理工作時數、環

境、福利。如果再扣除日常生活與飲食支出，所剩的錢不僅不夠支付房屋租金（郭慧明，2004；Wasserman 

& Clair, 2010），更難累積足夠經濟資本改善生活水準，或渡過重大社會與產業結構變遷的衝擊（陳自

昌，1995）。真實生活中的街友和底層勞工，經常經歷諸多不為人知的傷心故事，所以在他們的社群中，

多有不提及自己的背景、過去與家庭的默契，有的甚至以綽號相稱（吳秀琪，1995；徐敏雄，2015）。

也因為不定時、不衛生的飲食習慣，營養不良和醫療資源不足，加上閒來群聚飲酒的生活方式，更容

易導致他們病痛纏身（郭慧明，2004；鄭麗珍、張宏哲，2004）。某些背負刑事案件的街友，還得隨時

躲避警察的查緝（吳秀琪，1995；徐敏雄，2015）。甚至即便在街友生活圈裡，對於勞動價值的看法也

有所差異，有些十分奉行勞動倫理、嫌惡不工作的街友；有些則將工作視為非必要生活項目。對喜愛

自由的街友來說，臨時工作雖較不穩定、缺乏社會保險、危險性高，但在可運用時間、薪資領取及身

份資格上卻有較大空間；甚至某些臨時工作還比正式工作日薪高，所以對某些找不到或不喜歡固定工

作的街友來說，也是不錯的選擇（吳秀琪，1995；郭慧明，2004）。 

也是因為上述獨特的生活和工作型態，使街友或底層勞工的自我認同形構歷程，與主流社會結構

的規則與資源分配模式緊密扣連在一起。一方面，匱乏的資源和破碎的公民身份固然限制了他們的生

活形態和自我認同；但另一方面，為了生存，街友或底層勞工也會不斷尋找和調整適合的生活方式，

進而複製、修正、重塑社會結構的核心價值（郭慧明，2004）。從 Giddnes(1984)的社會理論來看，社

會結構便是街友生存的中介與結果。剛開始流浪的街友多半懷有改變生活的企圖，努力掩飾自己流浪

街頭的身份；只是一旦流浪時間越長，流浪街頭的事實與身份就越不易自圓其說，他們就得找出一套

自我合理化的說詞，以便與負面自我認同和平共存（方孝鼎，2011；吳秀琪，1995：132）。例如，有

些街友原本是因為失業、貧窮、疾病導致流浪，流浪一段時間後，為合理化自己的生存狀態，會轉以

「看破金錢觀」為自己的流浪生涯的核心價值（郭慧明，2004）。 

（二）從物質到人際連結的街友協助方案 

針對上述街友或底層勞工的特殊處境，目前國內外相關單位提供的服務方案多半是緊急生活物資

（例如食物、洗澡、衣物等），臨時安置與租賃津貼，身心健康醫療費用、酒精或藥物成癮心理諮商及

法律諮詢（方孝鼎，2011；內政部，2013；高雄市政府，2012；臺北市政府，2014；鄭麗珍、張宏哲，

2004；Daly, 1996；Doak, 2008；Wasserman & Clair, 2010）。在多數大眾眼裡，只要政府或民間團體提

供足夠糧食或訂定救助方式，街友就會自動消失。但事實上每個人的自我認同和自我實現，都必須扣

連在歸屬感、自主控制、互助與互賴、合作互惠和團體意識等等社區意識之上，所以街友服務方案勢

必得將社會參與機會考量進去(Daly, 1996)。許多街友和底層勞工就是因為長期餐風露宿，很難與他人

分享自己的生命挫敗經驗，人與人之間就更難建立信任關係。這樣脆弱的自我認同和人際連結，還會

直接影響其重返社會生活的機會。 

為此，一些藝術工作者開始構思如何透過藝術媒介，讓街友在公共空間中敘說自己的故事。無論

是即興街頭表演或街頭塗鴉，都試圖在既有社會秩序中鑿出幾道多元文化縫隙，讓不同價值背景的人

能相互溝通、瞭解，進而共同創造出新的「地方」（劉可強，2013；蘇碩斌譯，2012；Zukin, 1995）。

就像關懷倫理學家 Noddings(1992, 2002)提到的，「自我」不是如同自由主義者所言是理性選擇與抽象

思維結果，而是形構於具體的、動態的、情感的人際及人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之中。換言之，「自我」

絕非被動地受到重要他人或外在物理環境影響，而是關乎個人與他人或外在環境「相遇」的動態經驗，

亦即其擁有之多樣化關係及個人對這些關係的意識或態度。沒有人可以在真空狀態下，不受任何外界

影響而形成「自我」；要改變一個人的自我認同，就得關切他們的人際及環境關係。 

也因為這樣的價值理路，研究者及研究團隊過去四年來無論是透過藝術培力或手作木工課程，都

是為了提供街友和底層勞工等弱勢學員，與社區居民和青年志工有更多互動交流，進而形成友善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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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的機會。當大家想著怎樣跟弱勢學員及街坊鄰居一起做些有趣的事，即使過程中依然無法完全參

透人世真理，還是能意識到自己與街友和鄰居的關係正在改變，享受那種人與人交流與和諧的美感與

秩序性，並認識自己的美學、價值偏好、能力，知道「自己是誰」，亦即建立起正向的自我認同和社區

認同(Noddings, 1992, 2002)。也因為這樣，要翻轉弱勢學員惡劣處境的最佳策略，不是讓他們嫌惡自己

的艱困生活，或激發他們跳脫主流社會歧視的動力。而是要先看到他們希望被接納、被尊重及積極參

與社會生活的「好動機」，並關心、強化他們所擁有各類關係的品質，好讓這些「好動機」能被順利引

導致有助於群己共生、共榮的社區發展行動內（朱美珍等合譯，2008；Noddings, 1992, 2002）。 

事實上，許多弱勢學員的生命故事分享，除了能開闊參與行動方案的青年志工多元文化與人生視

野，使其寬解日常生活中來自家庭、工作或學業上的挫折感，甚至一點一滴化解以往對這群弱勢者的

刻板印象；多數青年志工之所以來參與方案，也經常懷抱關懷與正義理想，因此志工與弱勢學員間將

更容易建立起無利害關係的純粹關係（徐敏雄，2016a）。換言之，當不同背景的參與者有機會進入對

方的生活脈絡與生命故事，學習同理對方的感受、幫助對方認識自己和實現自我時，就更能享受真誠

的友誼。青年志工與弱勢學員的相互關懷，既是一種在關係中不斷擴展生命視野的成長過程，也是相

濡以沫、共同追求幸福的生活實踐(Noddings,1992)。 

二、剝皮寮歷史街區的在地意義與發展困境 

（一）剝皮寮在萬華的意義 

從清代開始，剝皮寮就是萬華重要的庶民生活聚落，包括永興亭船頭行、宋協興米店、呂阿昌醫

師宅、日祥旅社、太陽製本所、秀英茶桌仔店、長壽號茶桌仔店、道教法壇－威靈壇、公共澡堂鳳翔

浴室等等，豐富的社會機能，滿足了許多在地居民、往來商人和底層勞工重要的生活所需。日治時代，

剝皮寮被劃歸老松國小預定地，教育用地限建的結果使該街區保存了清代建築特色（米復國，1998；

陳馥瑋，2002；張澤平，2005）。國民黨政府治理臺灣後，依然維持該街廓為學校用地的規劃。以長壽

茶桌仔店為例，該空間一直是高齡者和社區民眾飲茶、休憩的生活據點，在各項口述歷史、報導及照

片中，經常可見許多人一群茶友或因地緣關係（居住在附近）、共同興趣（討論財經、賽鴿、彩券…等）

以及友誼連結，定期聚集。對他們而言，長壽茶桌仔店被賦予情感連結與地方認同，有些茶友即便搬

離萬華，還是會回來喝茶、聊天、相互關懷，使茶店成為他們重要的聚會點（文化部，2013；張瓈文，

2006；潘雅琪，2013；徐敏雄，2015b）。 

（二）剝皮寮的迫遷與現況 

1999 年臺北市政府強制徵收剝皮寮歷史街區的土地和建築，目前存留下來的歷史建物根據徐敏雄

（2015b）及蘇瑛敏（2012）觀察，多數時間僅作主題展示之用，建築與空間本身與在地居民的日常生

活和社區產業活動嚴重脫節，各類展示活動的主題也多與萬華無實質關聯。台北市政府現代化科層與

專業體系的城市與社區改革計畫，不僅將剝皮寮的空間秩序重新組織，連帶地也銷毀了在地民眾最自

然的人際連結。因為政府理性化的知識與技術將每群人和每個地方都均質化為可監控、可計算和可交

易的單位，生活在裡面的人們只能依照單一化的步調互動，以避免「意料之外」或「無法控制」的事

件發生，連帶地感官的敏銳度和創新性也變得奴鈍（何定照、高瑟濡譯，2007；張君玫譯，2001；Bauman, 

2001；Sennett, 1988, 1994）。針對剝皮寮歷史街區荒廢的現況，鍾瑋慈（2010）曾建議台北市文化局可

秉持「生態博物館」的概念，藉由庶民真實生活樣態將該街區承載的社會文化紋理保存下來。 

 

三、營造艋舺社區博物館的意義 

從博物館發展史來看，博物館的設立經常蘊含濃厚意識型態與階級利益，因為藝術作品或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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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優劣價值，多半是依照優勢者的美學與文化認同標準進行，伴隨而來的則是「高級—低級」和「菁

英—庶民」藝術區分。這時，具有多元價值或美學立場創作者若希望保有自主藝術立場，就只能在主

流藝術場域外提出另類美學論述。他們可能用公共場域中的象徵性藝術創作凸顯社會問題，喚醒民眾、

帶動社會改革與變遷，甚至把觀眾帶入創作過程中重新定義創作者、作品和觀眾的動態關係，讓觀眾

親自參與社會改革行動，影響社群/社區民眾的生命（吳瑪悧等譯，2004）。就像 H. Arendt 說的，「公

共藝術不是勞師動眾地找出每個人都能同意接受的最大公約數，而是協助個人與群體瞭解彼此的認知

與差異」（吳瑪悧等譯，2004：85）。從「傾聽」而非「獨白」出發的公共藝術，並非要治療或合理化

人們的鄉愁，而是要提供開放交流、表達自己對當代城市生活與公共議題感知的機會。這種藝術活動

的美學標準是流動、互惠、相互理解，而非靜止、敵對、跨界的（吳瑪悧等譯，2004；吳瑪悧等譯，

2006；吳瑪悧，2013）。 

這種強調跨界對話的博物館學，與近幾十年來在歐洲強調由地方社區發動，關切社會議題甚於展

示物品，跨越傳統博物館圍牆界線的「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Harrison, 1993)十分相近。以往強

調專業與菁英主義，以規訓民眾為目的的博物館，逐漸開始邀請民眾及弱勢族群積極透過知識分享、

情緒感染、感官體驗、價值碰撞等多元策略，創造更多跨文化理解，並提供建構自我與社群認同的機

會。博物館展示品不再向外宣告自身的客觀和真理性，而是有待不同階級、族群、宗教的民眾，根據

自己的經驗提出多元詮釋的文本，不同社群逐漸擁有講述自己的故事，決定要何種方式呈現這些故事

的權利（邱家宜譯，2012；張譽騰，2003；張婉真，2014；陳佳利，1994；陳逸淳，2012；羅欣怡，

1998；Ashley, 2007；Harrison, 1993；Hooper-Greenhill, 2007a, 2007b；Watson, 2007）。在此情況下，「社

區博物館」或「生態博物館」的概念因應而生。 

進入本研究所在的中萬華場域，「艋舺社區博物館」的營造，也是希望將整個中萬華的人文與社

會環境，打造成一個完整的生態博物館，使區內各類特色商圈店家、弱勢族群、街道樣貌與居民生活

模式，都能成為最真實且活潑的體驗或展示文本。就像曾旭正（2005）對公共空間自主營造的闡述，「艋

舺社區博物館」的存在目的不是要展現藝術家意識或美術工藝的精緻技巧，而是要促進差異族群的對

話和集體認同形塑；公共藝術的公共性，也不是讓藝術行動或藝術品出現於公共空間，而是該藝術行

動或作品是否能引發集體經驗或創新價值，進而引發民眾更深層的社區認同，豐富社區多元經驗、內

涵與風貌。同樣地，研究團隊希望透過藝術媒介和導覽體驗方案，讓長期受到工具理性和主流美學標

準壓抑在地店家和居民、弱勢族群以及青年志工，有機會傾聽、釋放，重構自己和共同的記憶、情感

和欲望，重新定位自己生命與社區文化。過程中差異群體所進行的各類生命故事敘說，以及共同創作

出來的集體社區美學作品，亦可用於補充傳統臺灣大型歷史論述的不足，促進多元族群和跨文化理解。 

其次，就目的而言，「艋舺社區博物館」各類導覽動線的串連與營運，也將有助各商圈業者、弱

勢族群、在地居民相互連結，形成長期合作的平台。對於參與導覽體驗行程的社會大眾來說，也可能

從參與體驗中接觸到傳統產業、貧窮文化以及多元價值，與既有價值預設或文化預設產生差異碰撞，

進而引發觀點轉化，逐步建構同理的友善關係。對包含街友和底層勞工在內的弱勢學員而言，社區博

物館的各項導覽工作也等於是提供他們正向社會角色和打工機會，使其習得一技之長，進而重返職場

與社會。這種強調社區多元參與的博物館營造行動，可能讓在地特色店家與居民、弱勢學員及青年志

工更瞭解整個社區的關聯性，以及自己所扮演的獨特角色，而非只是小零件的機械性組裝者。讓原本

漠不關心、各自孤立，甚至緊張關係下的不同群體逐漸克服令人恐懼、嫌惡的疏離感，一步步重建信

任關係和資源共享機制，進而創造更多的安全感與在地認同。如此建構出來的「地方精神」或「在地

故事」，也才可能吸引更多心生羨慕的觀光客前來造訪；連帶地，更多社區民眾也會更願意關心公共議

題、參與社區產業發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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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研究參與者 

一、研究方法 

研究者將以非結構是訪談的方法，針對較頻繁且深入投入行動研究的青年志工、工作夥伴及遊客

進行資料蒐集，以瞭解他們參與各類方案的過程中的思想、感受與建議。 

 

二、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年次 教育程度 
A  女 82 大學 

B  女 86 大學 

C 女 82 大學 

D  女 78 大學 
E  女 71 大學 
F 女 80 碩士 
G  女 82 碩士 
H 女 81 碩士 
I 女 58 碩士 
J  女 77 大學 

K 男 77 大學 

L  男 67 大學 
M  女 79 碩士 
N 女 87 大學 
O 男 68 博士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永富冰淇淋店 

1945 年第一代老闆吳永富隻身北上向日本人習得製冰技術，推著冰淇淋攤車從三色叭噗（芋頭、

雞蛋、紅豆）開始沿街叫賣，現已傳承至第三代。光復初期的台灣，吃冰淇淋是一種奢侈，為了讓大

家都可以吃到同樣的滋味，永富堅持品質天然、內容紮實，十多年來也都沒有漲價。阿公阿嬤帶著孫

子來品嚐，都稱讚冰店的口味和人情味從未改變。 

為了讓遊客認識這個萬華的冰淇淋老店，工作團隊除了邀請經濟弱勢導覽員敘說自己從小與父親

吃冰淇淋的記憶，也設計了「口耳相傳」的小遊戲，讓遊客分成兩組，以競賽的方式傳遞冰淇淋店創

業、發展和特色的故事，並且由獲勝隊伍得到免費的冰淇淋體驗。「透過玩遊戲然後來認識永富的故事，

還蠻有趣，就是它就會烙印在妳的頭腦裡」（B）。但為了顧及顧客參與的心情，最後還是兩組遊客通通

可以免費試吃。 

 

「輝哥有先說了那小美冰淇淋的故事，然後好像大家對小美冰淇淋還蠻有共鳴的。然後輝哥講完故事

之後，他就是把棒子丟給志工介紹遊戲。……永富的遊戲我覺得大家玩得很開心欸，因為那個很難記，

然後就會有一種小組合作的那個精神，就被激起來，就我們一定要把它記得什麼的。然後因為最後的

設定也是沒輸沒贏」（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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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可惜的是，由於冰淇淋店生意非常熱絡，「老闆比較忙，沒辦法跟老闆直接的互動，所以我就，

覺得這一個點可能是比較可惜的」（D）；因此，遊客僅能透過遊戲，瞭解部分冰淇淋店的客觀歷史，而

無法透過當面互動有更深入的交流。也因為老闆無法親自接待遊客，所以導覽員必須自己負責解說所

有的故事，加上導覽員說故事的熟練度還不夠，所以經常會有離題或內容過長的問題。再者，由於冰

淇淋店外騎樓的空間也比較狹窄，很容易影響來往行人或要買冰淇淋的顧客。 

 

「我覺得好像是要更清楚提醒遊客說要怎麼站，因為如果先排好隊型的話，馬上就可以開始進行遊戲，

然後也比較不會擋到那邊的遊客，因為那個時間真的會有很多客人在那邊吃冰淇淋」（A） 

 

「我有點不知道怎麼就是打斷樂樂姐嘛，就是她，因為她就是一直講，但是她好像是怕場面太乾，所

以她才會講，她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跟她說要換下一個事情，所以她就一直講講講講很長」（C） 

 

「我會想要再聽到一些更有故事張力的內容，那這個東西就，我會對這家店更有印象。因為我只知道

說他們是開了很久很久然後傳了三代的冰淇淋店，然後東西很好吃，那在他們的背後的一些東西，為

甚麼一家冰淇淋店開那麼久，甚至說為甚麼不去 seven 賣呢，或是甚麼之類的，都沒有一個比較深入

的瞭解」（K） 

 

二、協興蛋業 

創立於 1949 年的協興蛋行，是全國歷史最悠久的老字號蛋業公司。協興賣的蛋不僅種類豐富，

更堅持不隨便用藥，而是以更優質的飼料、飲水或引進育種繁殖技術，以養育出更強壯的雞隻。第二

代老闆張智豪表示，自己也曾抗拒傳統蛋業「不夠光鮮亮麗」的外在形象，但是當他發現自家產業的

核心價值時，便找到自己和店家在這個時代的重要性。 

為了讓遊客更認識這家店的歷史、創業精神和未來發展的想像，工作團隊也是透過經濟弱勢導覽

員在地生活故事分享、創意活動的設計，以及老闆蛋品知識和創業故事解說的方式，希望讓大家留下

深刻的印象。更詳細地說，在「好蛋壞蛋聰明選」的活動中，工作夥伴藉由「選蛋知識猜猜看」的遊

戲，引導遊客破除如何選擇優質蛋品的迷思。「蛋店我覺得它那個遊戲非常非常實用，因為它就是問了

一些問題確實也是我很想知道答案」（G）。之後，再邀請由第三代老闆張智豪向遊客介紹協興蛋店的產

品特色、歷史源由，並敘說自己之所以會回來承接這家老店，以及參與社區營造方案的故事。 

 

「輝哥就有先講了他以前小時候養雞、養鴨的故事，然後又講了他以前都吃很多蛋的故事。然後那天

志豪跟輝哥的互動很好，我覺得，就是有感受到他們越來越敢跟彼此說話或是開玩笑」（A） 

 

「原本一開始樂樂姊是先讓智豪去發揮，然後後來智豪很像是講到蛋的忘記哪個部份，然後樂樂姊很

像有想到甚麼所以她也加入了，我覺得那個加入蠻自然的」（J） 

 

「遊戲本來的設計是答錯之後馬上就會被淘汰，可是這樣在第一題就很多人會答錯。所以我那時候有

在想是不是就不要淘汰，就讓大家玩到最後，然後玩到最後也就不要分輸贏，反正妳自己記得妳錯那

些題，然後智豪講到的時候妳可能就會更記住，然後最後就大家一起吃滷蛋就好。因為不然就會可能

第一題就很多人死了，然後他們就只能站在旁邊看其他人玩，就沒有參與感」（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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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一題一題的那個講解的時候，那我就覺得就是他講得很起勁，然後我也覺得就是因為他的語氣

比較有起伏，然後就比較不會讓人家覺得說好像就是站著聽個無聊的東西。……我印象還蠻深刻就是

在講的時候，然後突然間有個路人大哥就經過，然後他好像就很大聲的拍手，然後就說什麼什麼加油、

很棒之類的。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就是不知道突然覺得很感動，就是其實有額外的人，然後這樣子來

旁觀，然後他可能旁觀應該也是有聽一下知道在幹嘛，然後他所表現出來的東西好像就是讓我覺得說，

好像，大家好像對於這個好像這種行動好像會是認同的」（H） 

 

「我覺得一直以來對他的故事最欽佩的部份，就是他對於他的產品的仔細。就像他講的，很多蛋行他

連他的蛋怎麼來是從哪邊來的，他自己搞不好都沒有辦法說出來，可是他對他的每一顆蛋的來源，他

都可以很清清楚楚的告訴客人，這是哪一個養雞場的蛋，然後是經過甚麼樣的方式，然後培養那些雞

產出甚麼樣的蛋」（J） 

 

「我協興這邊學了很多，它不只是蛋的知識，老闆從他爺爺那邊開始，一直傳承下來，包括讓我們了

解到蛋怎麼選，跟我們以前、推翻我們以前比如說你要蛋比較光滑的或者是粗皮的哪一個比較好之類

的。從玩遊戲的過程之中，然後我覺得我真的是學了很多蛋的知識」（L） 

 

傳統市場令年輕人卻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它的環境沒有超市那樣清潔明亮。所以智豪老闆

接手這家蛋店許久，始終還是保持阿公交下來古早蛋店的樣貌；直到去年四月，才改裝成現在這個潔

淨清新的店面。智豪老闆說：「從阿公手中接下這家店，我不希望做太多的更動，一方面是怕阿公不習

慣新環境；另一方面，也是怕他傷心，覺得好像孫子嫌棄他的事業。直到去年十二月阿公往生，我才

開始慢慢朝著想像的新型態空間去改造」。從智豪老闆身上，不僅可以看到傳承自阿公「一輩子努力做

好一件事」的職業良心，以及積極推廣蛋業文化的熱情，還有孫子內心那份體諒阿公的愛！加上導覽

員先前也曾在萬華做牛肉麵的生意，並且跟這家店購買滷蛋，更增添在地生活的連結性。 

 

「蛋行很酷欸，他的店超文青的，嗯。然後因為小時候也有去看過一家蛋行就那家蛋行就是髒髒的，

然後就蛋也會上面可能有大便之類的，……現在很多人可能會寧可去超市買蛋，因為覺得可能蛋行的

蛋不乾淨，或者就是不想去蛋行那個環境，但我覺得老闆把環境改成這樣子就是對於這樣的比較傳統

的產業來說或許也是一件好事嘛，就會讓現代人更願意去光顧。」（B） 

 

「很多就是那邊的萬華區商家都會跟那家蛋行批蛋，嗯，所以其實他們關係是很緊密連結的。像後來

回去樂樂姐就有說，她那時候就摔傷腳嘛，那後來就有去經過蛋行，然後蛋行老闆就也有關心她，因

為她們就是有那個關係在，所以其實關係是蠻緊密的，就會透過就是產業之間，然後造就了人情之間

那種關係」（B） 

 

「我會覺得如果在遇到一點困難的時候就收手的話，好像不代表我做不到，而只是我沒有去做而已；

我就是一直惡性循環，就沒有一件事情是有做到底。但是老闆他就是決定要，就是他在化學的領域可

能也有很深的認識之後，然後他決定要入蛋行之後他就不三心二意，他就一直往蛋行去，然後做很多

甚至其他的蛋行老闆都沒有辦法做的事情」（C） 

 

「志工會協助學員多挖一些問題來問那個老闆。你原本讀化學的，怎麼又會來接這個？就是我覺得那

個橋段設計得很好，就是可能學員不知道怎麼問，可是那個志工會帶學員多問一些問題這樣子，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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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聽到更多故事」（D） 

 

「我覺得看到這個蛋的話我會想要介紹給我們班的家長跟小朋友，因為大家都會想要讓小朋友吃好一

點，那我就介紹到這個地方來他們是捨得去買這些蛋的。我覺得我們參加這個，那我們再帶回去職場，

然後再把它宣傳出去給這個社區的人或家人，他們就會再回來消費，我覺得這是一種循環欸」（E） 

 

「我是看到他在背後要做食安的動機，對，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要學習的精神」（E） 

 

「他甚至還有用一些資料，就是他會很仔細的去挑過他的蛋的那一些雞蛋商的來源，我覺得他這個是

可以呈現在他的店鋪裡面讓大家知道……然後把一些蛋的一些迷思吧告訴大家，我覺得這樣很好」（F） 

 

「我覺得蛋店讓我非常佩服是他有一個他不想動到他爺爺的東西，就是他不想要破壞，那時候有講到

為什麼那麼晚才改裝，然後就是不想要那個爺爺覺得他被否定了嘛。我那時候就想到真的就是我自己

在平常跟我的爺爺奶奶生活的時候是不是，甚至跟我爸爸，比如說他用他這樣一貫模式生活，然後我

今天突然跟他講這樣是不對的，就很像真的在否定他的感覺。可是真的很難拿捏啊，因為妳知道比如

說，妳知道這件事情甚至快要危害到安全或健康了，妳還能夠叫他不要這麼做嗎？可是我覺得有這樣

的想法就是會有考量到對方這件事是好的」（G） 

 

「比如說我們現在不敢動家裡什麼什麼事情啊，因為可能爸爸媽媽還在啊，我們也不敢怎麼樣怎麼樣。

那妳們可不可以幫我想辦法？有時候工作上會遇到這種事情。那我就突然覺得就是老闆這樣子的動作

應該就是蠻顧及長輩的感受的，對啊，因為長輩他們不一定很能接受說那個燈光的改變，或者是一些

建材的改造。對啊，因為你整個改了之後它的陳設也一定會不一樣，對，我就覺得其實這是還蠻貼心

的」（H） 

 

我們發現雖然蛋店老闆十分熱情，也具備豐富的蛋品知識，但有些遊客比較感興趣的議題，特別

是蛋店與萬華產業發展的關連性，都尚未與老闆有充分溝通，因此暫時沒有呈現在導覽活動中。此外，

雖然蛋店本身歷史悠久，也有一些老照片和以前做生意的老器具，但還沒有足夠的時間整理出來。這

些都是可以進一步與老闆相約，共同討論改善的地方。再者，由於店面外的騎樓空間十分狹窄，必須

借用對面大樓的騎樓，以致很容易影響來往行人通行，甚至招致大樓管理員或住戶抱怨。對於空間限

制的問題，工作團隊決定更換到老松國小旁邊的騎樓，因為那裡比較寬敞，而且接近蛋店，應該是頗

適合的替代空間。 

 

「因為他裡面好像只有講到說裡面走進去有個閣樓，好像是舊的，但是好像並不是太多人會去注意到

那一塊。但我覺得如果他可以在他的店裡面呈現出這些老照片，就是告訴大家說它其實是一個很久遠、

很古老，以前真的就有這家蛋行在這裡的話，我覺得對於遊客，或者是當地的人們他們可能會感覺更

親近吧」（F） 

 

「可能就是蛋店的那個店面太小，然後妳可能遊戲在外面，或許妳比較沒有機會去就是走到店裡面去

看看。然後針對他店裡面的蛋也沒有做一些介紹，就可能會妨礙到人家做生意吧」（G） 

 

「那個遊戲玩的地方好像不是很恰當，就是好像是在一個人家的社區前面，還是什麼騎樓上，好像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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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容易擋到路的」（H） 

 

「但是，以導覽的角度來講，就是我還是不太清楚這個跟萬華有什麼關係。……可能他們經營蛋的店

的一些跟萬華的歷史故事，那個其實我會比較想要聽」（L） 

 

「那我會很希望知道說，欸…那個…是不是他能夠讓我多…多…嗯…多有一種就是說這個蛋行跟這裡

的故事，就是在地的一些連結」（M） 

 

N「那個建築蠻美的，他說上面有個小閣樓，以前他們全家人都住在上面，感覺很低，他們可能站不

起來，真的很辛苦。」 

 

O「年輕老闆保留了他們家原來的樣子，當然現在的店是改造過，燈光看起來是比較舒服，可是外面

的環境整個看起來是比較簡陋一點，整個環境比較窄」。 

 

三、一順、弘順與老濟安青草店 

「一順青草店」和「弘順青草店」的兩位老闆都姓翁，是一對從青少年就開始幫萬華青草老店種

藥、採藥的翁姓兄弟經營。在兩位翁老闆眼中，青草是台灣土生土長，對身體健康非常好的天然植物。

現在一順青草店的翁義成老闆雖然因為店租過高，決定結束經營；但還是有在萬華社區大學授課，希

望藉此讓更多民眾認識到台灣青草藥的好。因此，未來青草店的歷史發展及認識臺灣青草的導覽活動，

將由弘順青草店的翁義惠老闆獨自負責。 

為了讓來訪的遊客在輕鬆有趣的遊戲中，認識臺灣青草的保健功能，工作團隊設計了「翻牌記憶

大考驗」的活動，透過將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青草藥照片及其可能的保養功能，做成不同顏色的卡片，

再請遊客以翻牌記憶大考驗遊戲認識不同青草的屬性。遊戲結束後，由翁義惠老闆向遊客介紹萬華青

草產業發展的歷史源由，並敘說自己之所以會來萬華開青草店的原因，以及青草產業目前面臨到的挑

戰和未來可能想像。 

此外，為了翻轉消費者對萬華青草店的刻板印象，創立於 1972 年「老濟安青草店」不僅由第三

代青年老闆接班經營，更以文化產業的形式改裝店面，希望讓更多年輕人了解青草的妙用。為此，第

三代老闆研發了吧檯手沖式茶飲消費模式，希望與顧客有更多面對面深入交流需求、了解各類青草特

性的時間，讓顧客的身體和心理都能在店裡得到照顧。為了讓民眾有機會深入了解萬華這股正在轉變

的青草文化產業，所以導覽工作團隊也將老濟安青草店納入導覽行程中，並根據遊客需求，與弘順青

草店交互導覽。 

 

「老闆那一天很強調說青草在這個他們從以前到現在生活脈絡裡面，它們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所

以會比較希望給大家知道說它就是一種早期的生活裡面，可能沒有好的醫療資源的時候，在這個地方

它所發展出來的，那跟龍山寺之間的關聯他當然也會介紹到（I） 

 

「那個一順的老闆，他好像親戚生病，然後他就要去顧，所以那家店就找不到人接，就這樣就要關了，

所以如果一家一家接著都因為這種因素找不到人接的話就關了，然後就這樣消失的話其實蠻可惜的」

（B） 

 

「因為老闆有時候會用那個客人來當例子，就是可能有客人來買，然後就跟他說太貴了就走了，然後



12 
 

老闆就會跟大家說就是為什麼他會覺得太貴？因為有些東西產地都不一樣啊，然後品質也不一樣，但

是這個東西就是不能，成本就是這樣不能賣太便宜什麼的」（C） 

 

「我可能會想要知道一些有聽過的草，但是比如說咸豐草或者是薄荷，然後它在青草店是長什麼樣子，

或者是怎麼使用的」（C） 

 

「我覺得那些味道都很香。然後一到那家店，我遠遠就聞到那個味道，我就覺得好可怕喔，就是因為

我的那個嗅覺比較敏感，比較容易頭痛這樣子。……然後可是那一天喝到蘆薈的時候，我也覺得就是

突然覺得天然的東西真的是差很多。就是飲料店也賣很多蘆薈的東西，然後就覺得在這種店喝到跟在

飲料店喝到真的是差好多喔」（H） 

 

「我們玩一個遊戲裡面，原來常常看手機的人要喝什麼樣的草藥，然後熬夜的人可能看要什麼樣的草

藥，我就覺得這很棒，這種東西是很天然又不會傷身體，你常喝又好。……我覺得這是這個知識，可

是臺灣做這些的人真的不多，我真的很怕失傳」（L） 

 

「因為那個牌子是手繪的，那有些遊客就是，他們覺得…嗯…感覺體驗是蠻好的，他們就說「哇，手

繪的耶，好可愛」，對，就是說…就是會人家…他們眼睛真的有亮一下，對對對，哇好用心喔，用畫的」

（M） 

 

經過過去一年的操作實驗，我們發現與蛋店十分類似，雖然青草店的老闆十分熱情，對於各類青

草與保健知識也知之甚詳，但有時候在介紹萬華青草巷發展歷史的時候，卻會不自覺地離題，或是把

時間拖得太長，導致遊客開始分心。另外，原本由工作團隊設計用來幫助遊客認識各類青草功能的「翻

牌記憶大考驗」的活動，在操作的過程中很可能因為遊客一心想趕快完成，所以只記憶那些輔助性的

排卡對應顏色，而不是去反思自己過去對各類青草功能的知識，致使這項活動淪為單純的遊戲。再者，

與前面兩個導覽站所遭遇到的空間限制相同，青草店的騎樓空間也十分狹窄，所以很容易影響來往行

人通行。最後，也有遊客建議青草店老闆在介紹青草時，可以延伸剛剛翻排遊戲提到的青草，並且拿

現場真實的青草讓他們觸摸或聞看看。對於這些建議，工作團隊除了私下已經與翁老闆討論如何將導

覽內容聚焦，並將內容鎖定在翻排遊戲中提到且現場有的青草。至於空間限制的部分，也可能在鄰近

的抓娃娃機店門口進行翻排遊戲，待遊戲結束後再回到弘順青草店聆聽解說。 

 

「在一順前面玩的時候，遇到的狀況就是那邊已經很多人在買青草茶，就是他們已經排了一個有點長

的隊，然後就變成我們的空間有點被，就是會有點擠」（A） 

 

「後來的環節輝哥好像也只能聽而已，因為就是大家都找不到要怎麼樣跟老闆有對話，因為老闆就會

可能他想要講什麼」（A） 

 

「問題比較大的是，老闆他可能講的東西比較發散，就是他沒有，他可能會講到青草店的歷史，然後

還有自己就是一些青草店的現況或者是，甚至是政治社會跟人文，就是比較發散。但是老闆他就會一

直講一直講，就比較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比較合適的時機點去，嗯…把活動拉回主題」（C） 

 

「茶最有印象，我是喝左手香，一喝下去就差點吐出來，那味道還蠻刺激的，對。然後老闆就開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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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每個，每個茶的，每個植物的功效，對。那一站我怎麼記得沒什麼講到他自己的故事，我聽到比較

多我印象中都是藥效的部分，可是藥效的部分我又記不得」（D） 

 

「他稍微介紹時候其實我們已經被那個氣味、飲料吸引了，然後也被其他的環境給影響，所以其實沒

有很注意聽老闆在講他的故事」（E） 

 

「每一種植物有不同的功效其實也看不太出來，因為太快、太多了。對，或者是說他可以給我們一些

香草植物來聞一聞、玩一玩，真的有那個實品的時候我覺得會更有趣，因為我們真的摸到、真的聞到。

對，像左手香是我自己有摸過，所以我知道那個味道，但是其他人不一定有，只是看圖卡、玩遊戲而

已」（E） 

 

「更希望可以聽到他的，比如說藥材的知識啊。……我覺得整個很有趣是他整個店裡面很多東西，像

那個超大的蘆薈，那就是我平常在青草店我不會注意到的。我就想說如果他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他店

面裡面的東西，或是各個的功效，那是都是現場的活教材，對，我會覺得那一定會很有趣」（G） 

 

「我覺得那條路好像更窄了，對啊，我覺得是不是可以到店裡面或是怎麼樣。因為畢竟我們，因為他

也是拿他們的產品給我們看，然後我覺得如果能進到店裡面講會不會更有，因為大家也可以這樣子看

店裡面的陳設，就不一定專注在他手上的那個東西這樣子」（H） 

 

「如果說他能夠挑現場幾種特別來跟我們講一下，比如說它的種植環境，然後或者說它的一些民俗療

效，甚至讓我們稍微分辨一下它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那個草藥，我覺得這個對同學可能多多少少會有趣

一點」（I） 

 

「我們這組其實沒有特別重視是說內容到底寫的是甚麼？因為那個道具背板都有顏色嘛，那我們就是

會討論策略怎麼贏而已，對。只是我印象點蠻深的有兩個，一個就好像是老闆說的那邊(不清楚)，然後

另外一個是左手香真的超難喝的，對，我印象點就是這兩點很深，然後後面有一些就是老闆在講解一

些草藥的觀念吶，那可能這門是比較深的學問，就不會像蛋有那麼多的吸收，對，就只是大概聽到一

分錢一分貨，然後有一些東西我比較表達不出來，那就是聽過，但是真的沒辦法不太能理解的」（K） 

 

「這家店很好，所以他們一直來買還是怎樣，但是老闆的談話會一直被打斷，然後那個打斷好像也不

能怪老闆不能怪志工或是誰，然後是因為一個沒有辦法被避免的事，人家本來就是要開店做生意的，

就只能接受」（J） 

 

「青草店喔，開那麼多，不知道有沒有什麼農藥的問題，還是說其實是不乾淨還不衛生這樣子，或是

說有什麼重金屬啊之類的。可是我…我感覺他們就是好像是…沒有特別顧慮到這一點」（M） 

 

N「他（指「老濟安」）不像傳統的青草店這樣，比較像是咖啡店，咖啡店通常就會環境很乾淨，可能

不會真的擺設一些青草的東西。以前就是對青草店的印象是，他們會有很濃的青草的味道，但現在這

個青草店他做了新式的店鋪，然後裡面可能是封閉的阿、有空調之類的，所以青草香味不會跑出來。

因為我也不太會主動跟老闆搭話，所以經過青草店就是看到他們羅列很多青草在店門口，他們也不會

寫每種青草的名字、做什麼用途，也沒有空跟客人講話；但是像這個店，因為有吧台，所以感覺跟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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闆就比較近，比較能跟他們講話。而且他裡面的菜單，他也會有比較多的說明，他會告訴你這些是做

什麼的，感覺比較好接觸之類的」 

 

O「我覺得他們（指「老濟安」）把青草茶改成可以像手搖飲料那樣搭配，真的很符合年輕人的口味，

跟大稻埕那邊的感覺不太一樣。以前去青草店，自己真的都要很清楚要什麼，才能買到自己需要的東

西，我覺得他們是主動走入人群啦，讓大家比較容易知道自己喝什麼東西！看到他們的東西，我就想

到我在國外會接觸到一些香草做的精油或保養品，他們很像是品牌的東西，我覺得青草店應該也可以

做這樣的東西。……」 

 

四、太和餅舖 

太和餅舖成立於 1946 年，店名「太和」除為紀念第一代老闆曾於日據時期的「大和糖廠」任職，

更希望「百富唯勤，百忍太和」能成為永續發展精神。目前店內除傳統漢式囍餅、壽桃麵塔、古早泡

餅、收涎餅和鹹光餅等，還有桂圓蛋糕、麥芽酥餅、老婆餅等現代烘焙點心。由於完整保留古早糕餅

風味，1998 年獲台北市政府頒發「台北老店」榮譽。 

為了引發遊客認識餅舖，工作團隊設計了「意義連連看」的活動，也就是用有趣的連連看配對遊

戲，讓遊客初步了解各特色糕餅甜點背後承載的傳統文化意義。例如，結婚時為了避免男方花心，可

以吃龍眼（拿兩顆起來）；拜土地公要用麻糬拜，因為可以黏錢等等。之後，再邀請地三代老闆陳俊傑

向遊客介紹太和餅舖的特色、歷史源由，並敘說自己之所以會回來承接傳統美食技藝；老闆也會熱情

地邀請遊客試吃店內傳統的特色商品，讓他們在味覺上更貼近萬華。當然，過程中我們也穿插弱勢導

覽員分享自己的故事，讓遊客感受到導覽員和店家發展故事之間，存在某些臺灣歷史發展的共同交集。 

 

「輝哥好像會想要跟老闆互動，可是他好像會找不到切入點，或者是他會不曉得要怎麼問。然後那天

我們留的提問時間輝哥就有問老闆，他最近的興趣是什麼？然後因為上一次我們有跟老闆聊到老闆最

近，就俊傑老闆最近喜歡收集石頭，所以輝哥就有記住，然後他就問說老闆最近的興趣是不是收集石

頭？然後老闆就有順著這個然後聊一下這樣。」（A） 

 

「我們好像有先塑造了一個氛圍，然後好像有點像是我們進去之後就跟老闆像是朋友一樣，所以大家

也就會把自己放在那個氣氛裡面覺得我也可以跟老闆像朋友一樣聊天，嗯，覺得好像是那個關係，就

是我們跟老闆的關係是蠻自然的」（A） 

 

「以前都會經過太和，但是就是一直覺得它就是一家老式麵包店而已，對。然後就這次進去之後才發

現它的故事還蠻有趣的，……就說你們這裡就很像一個垂直的三合院，就覺得這個形容詞超貼切，就

很溫馨」（B） 

 

「小遊戲也很好玩，就是因為其實我根本不知道那些很多糕餅他們過去的功用是什麼，所以在貼的時

候就覺得好酷喔，原來有這些功能」（B） 

 

「也是有試吃的部分啦，我自己聯想到是我其實真的平常我寧願走進 7-11，也不太會走進那一種老糕

餅店，對，因為那就真的很不愛吃。……我直接說烤乳酪，然後老闆就有說其實族群不同啦，所以每

個第一名都不一樣。那一個產品就是專門是為了年輕人設定的，那我就在想那這個感覺又可以團

購。……這就是讓我會，至少我覺得這個導覽讓我認識這些產品之後我會想到也許我生活裡面可以用



15 
 

什麼行動支持或去分享這樣子」（D） 

 

「跟我們認知中，即使國文課本可能會有講到各大節慶，但是並不會太去介紹這些節慶妳可能要拿什

麼樣的食物出來就是祭拜這樣子，對，我覺得那個還不錯」（F） 

 

「店有陳列出那個就是製作那些餅的那些器具，我覺得還不錯，因為好像在其他的餅店裡面好像比較

不會看到這一塊，通常都是在博物館才會看到，對，我覺得那對於現代的小朋友來講可能那種紅龜粿

怎麼製作那個模板，他們這樣就會有印象、有概念，對，我覺得很好」（F） 

 

「我們家附近也有一兩間就是這種餅店，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不就是麵包店嘛。可是後來他開始講那

個什麼鹹光餅嘛，然後還有什麼佛手，就覺得這兩樣東西好像我們家那種好像不會做。然後就覺得這

邊還蠻就是會依那種節令，或者是節慶去做這些產品的，其實好像都是你必須保留一些技術」（H） 

 

「彩繪的那個碗，給我們看，空照圖的那個。另外還有一張應該是它的平面的圖嘛，那其實很多人都

會問說那個有沒有賣，我們都說絕版品了沒有。那他有特別介紹他這個圖案 logo 的緣由，那也有解說

老師也有特別帶領他說告訴我們說那個是現在我們在的哪個位置，那也算是有結合到文創」（I） 

 

「透過那種小遊戲，所以就會蠻清楚的。就很清楚說，他把一些民間的習俗文化怎麼跟糕餅舖的發展

做結合，那這種互動就會更清楚的說傳達一些，有點像我們老師在上課，妳有準備教具跟沒有準備教

具其實差蠻多的」（I） 

 

「我覺得結合那個過去的一些活動，譬如說拜拜啊一些相關的知識，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是很棒的一件

事ㄟ，因為其實一般我們去傳統麵包店誰跟你講這個東西，然後那個就是……就我覺得這個還蠻酷

的，……啊你 google 也沒辦法馬上就查的到的東西，就是他其實跟那個在附近的人或者是他的過去就

是很深刻的連結」（M） 

「剛才對對碰的部份很多年輕人已經不知道，譬如說土地公，拜土地公你可能要拜麻糬或是糖，因為

土地公喜歡吃甜的，現在的婚姻的禮俗也簡化了，他也不知道說六禮啊六禮啊幹嗎的，就是登記就好

了」（L） 

 

「之前就是我經過那裡我其實不少次，可是我完完全全都不會注意到那家店，我在想不知道是甚麼原

因，是因為他那個整個的感覺是好融入到那個騎樓。……進去其實覺得那個老老闆真的很可愛，然後

也很親切，還有老闆的老婆很熱情，哈哈，進來都笑笑的，那個就是很喜歡跟我們有多一些互動，就

是我覺得很親切」（M） 

 

在導覽過程中，大學時代念園藝的俊傑老闆，大學畢業後一心想要開花店、做花藝職人，但爸爸

卻鍾愛從祖父那兒傳承下來的古早味餅店；最後，俊傑老闆選擇回到老家傳承這家三代老店。當遊客

問俊傑老闆：「當初有掙扎嗎？」他說：「也是有思考一陣子，最後重要的關鍵，是有一年中秋節店裡

請不到師傅做月餅，晚上我看著父親一個人辛苦地在做月餅的背影，很捨不得！心想，既然爸爸這麼

愛這家店，就回來幫他圓這個夢吧！」事實上，俊傑老闆也沒有完全放棄夢想，因為在他的店裡還是

會用花藝來布置空間；而且做蛋糕有時候需要配色，這與園藝的美學十分相近。每次看到遊客來到餅

舖，第二代老闆陳伯伯都會親切且熱情地叮嚀來他們：「不要客氣！每一樣餅都要試吃到喔！」或許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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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伯希望大家能記得「這就是萬華陳伯伯的味道！」 

 

「第三代老闆有自己講他的故事嘛，也是印象很深嘛。就是他學園藝的嘛，怎麼樣就是回來，最後決

定回來接這一間店這樣，可是他也卻沒有放棄他自己園藝的夢想這一個部分是我印象蠻深的」（D） 

 

「他的故事我覺得有點讓我覺得蠻感動，就是他自己本來喜歡做園藝嘛，然後可是他為了要看到他爸

爸這樣老了，他就自己回來接這個東西，我就覺得這邊的年輕人怎麼都有這種特性會想要為了維持一

個傳統，或者為了家業然後回來，這是我很難想像的」（G） 

 

經過一年的嘗試，我們發現與太和餅舖因為有自己的店面，所以免除了前面三個傳統店家空間不

足的困境；但因為店內空間還是有限，所以遊客依然會擔心自己會檔到其他消費者購買商品。另外，

許多遊客都提到，當老闆在導覽的時候，店內各類商品很容易讓他們分心，以致無法專心聆聽。針對

這個問題，工作團隊決定在進去店內的時候，會先跟遊客說最後一定會留下 5 分鐘讓他們採購商品，

因此請他們可以先專心聆聽導覽或參與連連看遊戲。 

 

「因為店啦，或者街道會比較小一點，然後我們的隊伍人，就八個人比較多，所以常常可能會比較不

小心擠在一起或比較混亂」（B） 

 

「他在那邊講，然後我就一直在看他旁邊那些產品，然後我就覺得好分心喔，那種感覺。可是又覺得

餅好香，就覺得好像就是想要摸一下那種感覺」（H） 

 

「我就一直看看食物看看食物然後有活動的時候參加，其實就是有一點完全分心，就是有感受到來這

邊不知道要做甚麼」（K） 

 

N「一開始就是完那個互動遊戲嘛！我們上學期剛好有一部份同學的研究主題是糕餅，所以剛開始要

大家填哪一個糕餅是做什麼用的，然後大家就填得很開心，就覺得知識終於有一個地方可以用的感

覺。……我覺得大多數同學印象最深刻的，是老闆讓我們猜他為了吸引年輕人發展出的那個蛋糕，因

為大家在聽老闆講的時候都一邊在試吃，那個蛋糕超好吃的！那個真的很特別，像我就很少吃中式糕

餅，所以第一次吃那個蛋糕就覺得很特別」 

 

O「他們也是樓下是店，然後住在樓上，其實就是跟蛋店有點像。那其實是很辛苦的環境，因為以前

我三重的外公家也是這樣，那個閣樓其實都蠻小的，它其實只有「半樓仔」而已，那個高度都不是很

高。特別是做糕餅的環境，跟插花是完全不一樣的，他願意來說真的很辛苦，我覺得是蠻難得的」 

 

 

五、真人圖書館 

真人圖書館的方案主要是邀請兩位居住在萬華地區的經濟弱勢者，透過為他們整理生命故事，邀

請他們一同認識在地店家老闆和產業發展故事，使其具備敘說自身和在地故事的能力，進而能夠向遊

客導覽、敘說他們在萬華生活的點點滴滴。為了增加遊客對兩位導覽員故事印象，工作團隊特地邀請

具備美術專長的實習生，將導覽員故事的重要畫面繪製成主題圖卡，並且搭配 Q & A 和書寫回饋小卡

片等多元互動設計，讓遊客更能瞭解萬華底層勞動者的故事。倘若兩位導覽員所敘說的生命故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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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的遊客有些雷同，更能引發共同經驗的共鳴或感同身受！ 

 

「他是用那個畫來呈現，所以很能夠想像出當時的感覺。嗯，然後就那時候聽到輝哥說他被倒會嘛，

然後他還是堅持要把工人的錢付清，我就覺得輝哥其實很厲害，對，還蠻佩服的」（B） 

 

「小時候就像可能走在那個萬華區啊，就公園那裡。或者有時候北車那個地下停車場也會有街友，然

後可能跟我媽一起走，就是那時候還是很小的時候，那我媽就會說離他們遠一點之類的。然後所以我

自己可能不知不覺就會對他們有一些負面印象，就覺得他們可能都是就是不努力啊，或者是怎麼自作

自受嘛，那種感覺，所以才會導致現在這種狀況。……然後實際聽了故事才發現真的是這樣子，就人

生真的很不一定，妳可能一不小心妳真的會墜落了。」（B） 

 

「很難以想像要承受這樣的感受嘛，他是怎麼承受的？也會能夠比較理解他為什麼會喝酒、會抽菸這

樣子。……然後也覺得他很算勇敢，就是可以把這些故事說出來和人家分享，嗯。然後樂樂姐也是，

就一開始聽到她故事的時候就覺得真的是完全一種不一樣的人生。嗯，然後也覺得她很勇敢一個人就

這樣國中嘛，這種年紀就一個人跑來台北，然後就是親戚又突然就是生病就不在了，然後就這樣一個

人這樣很堅強的走過來」（B） 

 

「她叫她的媳婦不要等他們，就是可以去找新的人、新的家庭這樣，就會覺得就是樂樂姐是一個很善

良的人。因為感覺那一個年代的人會有一些傳統的觀念束縛，可是樂樂姐的善良超過了這些觀念，所

以她可以這樣子去就是真心的對待她的媳婦」（C） 

 

「我以前覺得比如說玩社團的時候就會先以大家的利益為考量，然後我就是可以犧牲很多事情。但是，

但是後來我覺得就是人都是自私的，就是不管大家或是我自己，就是如果遇到更嚴重的事情可能就不

一定會還可以做出這樣的選擇。但我覺得樂樂姐遇到的那件事情是很嚴重的事情，但是她還是可以做

這樣的選擇，就覺得很了不起」（C） 

 

「我不知道，我沒印象她有講到她的家人，有沒有小孩，有沒有老公，這個我都沒有聽到，對」（D） 

 

「我就走過去跟樂樂姨說我可以擁抱妳一下嗎？那我們就有一個很深的擁抱，那我就覺得感受到她

的，她很期待人家與她的互動，然後她當媽媽那種心情是我們女生可以瞭解的，所以我們兩個就潸然

淚下。然後可是就是很捨不得的感覺」（E） 

 

「樂樂姨跟輝哥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她們都有去尋求幫助，剛好那個幫助都是就是基督教或者是教會的

來幫助他們，對，就剛好就是又切合到我自己的宗教，就會覺得又很感動。」（E） 

 

「圖卡我覺得很好啊，對，那個就在講故事啊，但我不知道未來有沒有會做成就是像那種繪本，就是

讓人家可以翻閱這些不同人的故事的一個繪本，我覺得也不錯」（F） 

 

「我可以從她的故事裡感受到萬華曾經是一個非常繁榮的地方，就像是現在的台北，就大家會說要來

萬華打拼的那種感覺。然後只是到現在經歷了很多人生的變化，確實她是一個非常，妳說勇氣嗎」（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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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得太厲害了。而且因為其實我覺得那效果蠻好的，不管是樂樂姐、輝哥他們都會藉著看一下那個

提醒，然後去講他的故事」（G） 

 

「樂樂姊的故事其實還蠻讓我印象深刻，她說她從南部到萬華車站，然後就是去一個紡織工廠，然後

就什麼都不會做，可是為了生存，所以她就是硬說她會做。……那這段其實對我很有感觸，因為我們

家彰化人，然後我媽也是北上，然後之前在遠東紡織房子做事，後來我們家也開麵店，其實跟樂樂姊

的故事是有點雷同，所以很有共鳴。」（L） 

 

由於真人圖書館的時間安排，是在四個在地店家參訪後，因此許多遊客都已經精疲力竭，在聆聽

導覽員敘說自身故事的過程中，注意力很難集中。加上兩位導覽員對於所要表達的生命故事，還是無

法依照聽眾比較習慣的聆聽方式傳達，甚至會因為情緒收放的問題拖延過長的時間，以致有些遊客對

於兩位導覽員故事的掌握程度十分有限。 

 

「我覺得是因為大家已經花太多精神在之前走的那個路線，回來之後已經很累了，所以沒有辦法很集

中精神聽樂樂姐講故事。但我覺得樂樂姐其實講的很動人，大家即使看得出大家很累了，但是大家還

是有很認真地聽，然後有些人也有記筆記，我也有拍下來大家專注的神情，我覺得還蠻感人的」（A） 

 

「有人覺得我們就是跟輝哥在沿途故事上面聽起來有點像套好的，可是好像有點沒辦法。就是她可能

覺得有點不自然，可是，對啊，就好像就可能只能多走，然後多練，然後跟輝哥達到一個那個默契」

（A） 

 

「就是真人圖書館的時間可以再紮實一點，然後有我們可以跟那個樂樂姐跟輝哥有多一點的互動跟問

問題的時間這樣子」（D） 

 

「我覺得大朋友就是這樣敘述故事的方式就可以，但我覺得如果是那種比較學齡前或者是國高中生可

能就是，他們可能會覺得這一塊會覺得比較有點無趣」（F） 

 

「輝哥喔，不得不說我很努力要去理解，可能真的會有，他會跳來跳去，可是這好像也沒辦法不是嗎？

這樣才真實啊」（G） 

 

「我們那時候結束沒有人問問題，可是我覺得那個當下其實大家聽完的感覺是我們很希望可以跟他們

有一點互動，比如說後來有人去抱了一下樂樂姐，但是我們不知道怎麼反應比較好」（G） 

 

「畢竟每個人都有想要保留的部分，對，所以其實還可以就是，就是因為她的，就是兩位的故事都跳

的其實就是那個時間有一點，我覺得有一點快。……但是我也想說我也不敢問」（H） 

 

「我會覺得輝哥在表達上面還是沒有辦法把他真正內心的感受真正的表達出來，所以在聽的時候，會

有一種就是好像有一個人在講話，可是沒有辦法真正的感受到」（J） 

 

「她真的懂很多，可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其實她很難去描述整個臺灣近代的一個歷史的一個東西，可

是她衍生到後面我會去查這些東西，去開啟說我對萬華的興趣」（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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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以前大家會覺得萬華的遊民很多，這些人是比較不容易親近的，可是透過這樣的方式，讓他們可

以跟更多人接觸，同時也改變大家對萬華的一個印象，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值得做的事情。我那時候在

思考的事情是，這樣的一個模式除了在萬華做，是不是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做？」 

 

六、整體社區文化體驗  

在導覽體驗形成開始之前，工作夥伴都會讓遊客聚集在一起，先寫下自己過去對萬華的印象或生

活經驗，多數遊客表示，先前來萬華幾乎都是去龍山寺拜拜或夜市吃東西，很少與在地民眾產生真實

的互動，印象中甚至多數是街友、幫派或色情行業等負面記憶。之後，工作團隊會向遊客簡單介紹今

天要走的導覽路線、傳統店家有哪些，希望藉此一方面引發遊客過去對萬華的記憶，同時也大概掌握

今天可能體驗到的社區事物，藉此產生參訪的期待感。 

 

「她從一個故事，然後用很多簡單的字，然後把整個萬華的故事帶出來，它的起因緣由。例如說它原

本是一個港口，然後為什麼發展出來那麼多職業、文化，我覺得這個都是對我是一個很新的東西，雖

然我之前也做過功課，但是經過她這樣講我就更加瞭解了」（E） 

 

「龍山寺其實好像只去過兩次，就考高中的時候跟考大學的時候去拜拜，然後就捷運站出來，然後就

直接進去，拜完就直接走了」（H） 

 

「每天從龍山寺回家，然後晚上你都會看到一些人就是睡在路邊，就是內心就會有很多很複雜的感覺，

而且從小的時候去逛艋舺夜市的時候，就是看到一些路邊在乞討的人，其實都會覺得很難過，可是我

媽跟我家裡的人都會阻止我對他們有任何的憐憫的心態，因為他們告訴我的是說他們都是，講難聽一

點，活該，這是他們自找的，……可是我總覺得好像沒有那麼簡單，我相信沒有人會想要天生就想要

自己很骯髒的在路邊乞討」（J） 

 

「在還沒有導覽之前，就是我常會在龍山寺那附近，比如說中午去吃飯，或者是去那邊逛的時候，……

大家比較印象不好的地方，像遊民啊或者是一些髒亂，可是那邊有很多像剝皮寮，或者是很多古蹟，

我常常看到它們這些建築物，感覺很多歷史的故事，可是…我卻不知道它們想要訴說著什麼東西」（L） 

 

「我和家人常常會就是例如說去龍山寺拜拜，對，再還有就是有時會到那裏的夜市吃東西。……至於

其他的印象可能就是龍山寺前面那個噴水池廣場，時候想說「奇怪怎麼一堆人在那邊」，而且就是感覺

好幾天沒有洗澡的，或者是說呆坐在那邊的……欸怎麼會就是有點亂亂」（M） 

 

「至少你改變了我對萬華，喔不是只有髒亂，它其實像青草的這個東西你就可以來萬華，然後原來那

個…萬華以前有這麼多賣蛋的地方，為什麼現在就只有這一間，對…這我覺得還不錯，對阿…所以我…

其實如果現在…說真的有空就會去那邊，不是只有會只買苦茶或其他…我甚至是很多茶我都想喝喝看」

（L） 

 

N「因為我很少有機會走到這種老房子的二樓去，像鹿港老街這種地方阿，他們可能是老街改成商店，

可是通常這種老房子的二樓通常是不會給人進去的，然後這次可以到建築物的二樓，覺得蠻開心的，

沒有看過它是什麼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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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前我對萬華的瞭解可能就僅限於歷史而已，所以剛開始聽導覽的人說大家對萬華的印象可

能都是很混亂，就是讓人不敢去，我其實是蠻驚訝的！因為在我的印象裡，它可能就是歷史課

本裡講到的一府、二鹿、三艋舺啊！他就是曾經是一個很繁華的地方，然後以前是海港阿、以

前是經濟重鎮阿，但是課本的敘述就是，大家不會覺得他是一個可怕的地方。可能是自己晃過

去的時候也沒有發生什麼事情，感覺就是一般的地方，所以不太理解這個印象的來源？可能我

不是台北人，不知道為什麼它會這樣，當初最驚訝的是這一點」。 
 

但是，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導覽員本身過於緊張，另一方面，也是遊客人數較多，導致參訪的隊伍

拖延地較長，因此這項善意的規劃對然讓部分遊客感到有趣或溫馨，但也有遊客表示無法跟上導覽員

沿途的分享腳步。此外，雖然青年夥伴已經很努力在練習導覽的口條，並且積極與在地店家老闆建立，

但畢竟不是長年在萬華生活，所以實際帶領導覽的時候還是會略顯生澀。 

 

「我覺得他們是真的有在聽，然後有收穫的，就是有興趣的表情。就是他們沒有自己聊天或是看別的

地方，就是他們是有專注在聽輝哥講話，然後回饋單上面也有人提到說還蠻喜歡就沿途上面輝哥講的。

但是好像也可以延伸一些比如說問一下遊客，就是可能可以想一些問題，讓他們也可以加入一起聊天」

（A） 

 

「因為路上聲音很多叭叭叭什麼，然後輝哥聲音也比較偏小一點，因為他會掛在這裡，所以可能收音

比較不好，所以好像沒聽清楚，要很認真聽，然後就聽到一些片段」（B） 

 

「這一次導覽下來好像感覺有缺少了什麼東西，但是我一直想不出來，對，就是這樣三、四個小時這

樣下來，好像，好像是聽到很多獨立的故事，但是好像沒辦法去跟萬華這個地方做連結的感覺」（F） 

 

真人圖書館結束後，工作夥伴會進行一小段綜合座談，由青年志工從歷史和區位發展的角度，為

遊客總結整條導覽動線之各個主題展場在台灣歷史進程中的文化意義，讓遊客能從社會分工與文明進

程等更鉅觀的視野，重新思考萬華對大台北地區的貢獻。最後，再邀請遊客自由分享參訪心得。有些

遊客因為自己生命經驗或工作的關係，甚至會聯想到未來可以跟我們一起合作的可能性。 

 

「覺得一開始比較難，就是一開始大家都不認識，所以比較難那個有凝聚感或者是想要，就是坐一個

圓好像大家很不自在，因為就是大家都還不認識，可是坐很近」（C） 

 

「可能還要再跟老闆溝通一下，或者是再跟老闆培養多一點默契，然後就可以像跟樂樂姐一樣就是找

到對的時間點，妳就知道怎麼去跟老闆說我們的，就是我們要拉回正軌，但是又不會讓老闆感覺到不

舒服。」（C） 

 

「真人圖書館很震撼，其實我已經等了半年多了。因為我從上學期的時候我們學校走「家」的主題，

我就馬上聯想到街友，因為沒有家。可是其實他們是有家的，但為什麼一些原因沒有家，所以其實那

時候我很想跟你們聯繫」（E） 

 

「我其實有問題我不太敢發言，那是因為我跟旁邊的人都不熟，所以就是整個團體也沒有什麼機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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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就不會讓我放下心的想要舉手問，怕耽誤到大家的時間」（G） 

 

「因為我是一個 APP 工程師，我還希望說我有個 APP，可以例如說，像現在不是有結合一些 AR 技術

阿什麼的，我就很希望說相機打開然後往那邊照，就是可以知道說以前長這個樣子啊，還是說就是…

很希望做一些筆記，然後很希望深入了解啦，就覺得真的是很有趣」（M） 

 

整體而言，許多遊客還是可以感受到本計畫操作的社區博物館，著重的是在地特色人物的造訪、

生命故事的交流，而不是古蹟建築的歷史介紹。就此來看，本研究期望營造的社區博物館在當前文化

產業市場中，確實有其特色，因而值得持續發展。 

 

「其他的那種導覽的方式，頂多就是我經過，ㄟ！我認識這棟建築物他的歷史怎麼樣我很有印象，對

但是也許，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拜訪店家幹嗎的，這個我不知道。對可是像你們這樣的導覽，不是說

只有，我只會認識太和餅舖啊或是弘順青草店」（L） 

 

「我覺得這一個導覽的活動跟其他的導覽活動很不一樣，因為其他的導覽活動大部份是一個專家、一

個導覽員，就是很專業的然後的一個人去講。但是你們不是只有一個人講，其他人就只有接收的過程，

而且講的那個人還是曾經在這裡生活過的，不然就是在這裡除了生活過還有對應到自己的一些就是過

去的經驗，在在地的老店的老闆還親自講話，我覺得這個部分聽了就是非常有說服力，而且就是很希

望繼續聽下次」（M） 

 

伍、結論與建議 

透過本計畫的執行，讓工作團隊能透過各次的導覽活動，與在地特色店家有更多實際合作，共同

完成在地故事講述及磨合社區協力平台的經驗。也是在不斷合作的過程中，工作團隊與店家老闆有更

多的信任關係，進而可以共同找出足以代表萬華「地方精神」的具體事例，也讓店家更認識自己傳統

產業的價值。 

藉由本計畫的執行，參與「艋舺社區博物館」的店家開始主動提供導覽方案進行方式的建議，而

不再是被動地「配合」工作團隊的規劃。換言之，在地店家老闆的參與動能也被帶動了起來。例如，

協興蛋業的智豪老闆熱心地跟我們分享他對導覽活動設計的建議，他說：「我希望自己不只是一個被導

覽的店家，而是這個社區博物館的一個夥伴；所以我經常努力想著，如果我到國外參加類似的旅行團，

會想看到、聽到、拿到什麼東西，才會覺得物超所值」。另外，太和餅舖的老闆也建議：之後導覽行程

一定要提供特色美食的試吃，並且帶著手作紀念品回家，讓大家有滿載而歸的感覺。也是因為這一波

社區博物館導覽活動的活絡，讓一直以來僅止於提供我們宣傳途徑和轉介經濟弱勢導覽員的人安基金

會站長，不僅親自參與了我們的導覽行程，還主動提出其他更多更豐富的合作計畫，包括邀請經濟弱

勢學員與他們服務的經濟弱勢朋友，一同將自己的故事彩繪成人安基金會的鐵捲門圖樣。而這個故事，

未來又可以延伸為我們「萬華貧窮文化」的導覽景點。 

除了前述的店家動能被引發，以及原先較少實質互動的社區非營利組織重新找到合作的可能性，

透過本年度計畫的執行，我們又增加了一個新的社區據點「老濟安青草店」。這個「老店新開」的店家，

不同於傳統的青草店，不僅重新裝潢店面，還自己開創新的「手搖茶飲」，希望吸引年輕客員。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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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老闆很希望推廣青草保健文化，所以樂於跟遊客長談。為此，我們又增添了一個新的合作據點

和方案。此外，在執行計畫期間，工作團隊也與在地的大可居青年旅館研發了「共煮共食」的創新導

覽體驗方案，為此，工作團隊又新串連了幾個東三水市場的傳統食材店。希望藉此一方面讓遊客認識

更多在地傳統市場優質的店家，同時也讓經濟弱勢導覽員有更多分享生活經驗、打工賺取收入的機會，

進而增添他們的自信心。 

但是，由於萬華街道比較狹小，傳統店家店面空間有限，因此在進行主題空間導覽的時候，遊客

經常必須暫時「借用」鄰近的騎樓；即使工作團隊已經跟鄰居打過招呼，偶爾還是會鄰居的抱怨或關

切。對此，工作團隊會在導覽過程中，盡量在騎樓空出一條走道，降低導覽活動對來往的行人和店家

的困擾。另外，部分遊客也不約而同提到，青年志工雖然已經很努力介紹在地文化，但畢竟不是從小

在此長大，加上也比較年經，所以很多萬華深厚的底蘊還需要再加以深入體驗、挖掘、整理，最好還

要能有屬於自己的生命故事連結，才有辦法在現出來。這部分，工作團隊也已經積極透過文史工作坊

的舉辦，以及引導青年志工藉由文字或圖像紀錄參與歷程，以及定期團體督導等多元方式，希望讓青

年志工與在地的連結更加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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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本研究為具有延續性的多年期研究，因此目前正統整歷年來經濟弱勢者、青年
志工、在地店家的意見，撰寫學術論文，盼能將完整個階段性結果發表於嚴謹
審查之學術期刊。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透過本研究長期投入之艋舺社區博物館營造，將有助於打破長期以來階級和世
代對立的困局，讓在地店家、街友和青年志工透過社區營造的行動方案，形成
社區為型經濟體系，以做為未來弱勢族群與多元文化社區營造的重要參考。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