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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有關政治大學校園和大學城的整體規劃，過去著重在自然和人文資源的介紹、

各種發展現況和課題的分析、機會與限制、空間規劃與理念願景的想像……等等

面向（國立政治大學總務處，2010；國立政治大學總務處，2011），廣受矚目和

討論的議題仍是校園內外周遭環境的硬體建設（例如各學院的建築物位置、捷運

開到政大等），甚少論及軟體設施、大學精神……等等軟實力的彰顯。近年來學

生意識逐漸抬頭，學生和校方之間對於諸多政策、建設常常有意見不同的情況，

因而有「學生只是過客」的諷刺之語出現。 

本研究以為，大學城規劃不應僅是討論硬體設施的使用與增設，更應在政治

大學最引以為傲的「人文關懷」精神下，努力思索如何建構一個「以人為本」的

大學城；在「人本」的價值之下，回到「人」本身的活動來闡述、發揚這些可貴

的精神。環顧政治大學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活動，最重要的角色是「學生」和「社

區」；換句話說，學生並非過客，學生和社區之間人文活動的結合才是建構大學

城的軟實力基礎，並將成為政大指南校區長久經營的精神指標。學生和社區這兩

類大學城最主要的人文角色，彼此之間的活動可能如何結合？結合之後又會激盪

出什麼樣的火花？這是本研究最想探討之處。 

綜上所述，本研究擬從「社區」和「學生活動」兩方面的結合著手。首先在

「認識社區」方面，過去曾有以「地方特色」為主題描繪出來的地圖計畫，如〈過

城 慢步台南計劃〉將台南市中心散居於各角落的文化、歷史，乃至於個性咖啡、

手作小店放進地圖內，希望透過地圖的設計，讓在地人和外地遊客都能用雙腳重

新認識這塊土地。本研究思考過很多涉及制度面、財力、物力的規劃後，將比照

上述的台南計畫，透過由學生走訪政大附近地區，包括指南路、保儀路、木新路、

木柵市場、貓空……等等，這些學生熟悉卻又陌生的地方，經由文字的介紹勾勒

出一張與政大息息相關、深具人文意義的地圖。此外，從學生活動方面著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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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校內社團和其他學生活動之後，思考如何將這些學生活動與地圖上的社區特色

結合。換句話說，本研究試圖扮演一個資訊平台的角色，提供社區商家與學生活

動結合的可能想法與規劃，為雙方在未來的合作機會上打開更多元、寬廣的選

擇。 

事實上，社區特色與學生活動的結合早已有跡象可尋。例如政大校園旁的土

地公廟已有百年歷史，雖然形跡已非昔比，但仍保留了最初守護在田間的厚實石

身形象，繼續守護著政大師生與附近居民；政大歌仔戲社每年為土地公「獻戲」，

透過戶外戲臺表演歌仔戲的方式感謝土地公，此一關係拉近了學生和廟宇之間的

連結與情感。其他學校如實踐大學、輔仁大學的服裝設計相關科系，也嘗試與鄰

近商家合作展出、販售設計商品。本研究試圖找出更多這種關係，為政大大學城

內的學生，與周邊社區關係，帶來新的氣象和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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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在研究步驟上，本研究首先從地方文史資料、報章雜誌報導著手，經由這些

文獻檢閱大致瞭解政治大學指南地區的歷史和特色；之後，本研究由傳播學士學

位學程 14 位大一、大二學生於 2013 年 11 月底開始，分批、分組、由近而遠實

地走訪與政治大學師生每日生活關係密切的指南路二段、有政大後花園美稱的貓

空、跨越景美溪的木柵市場和保儀路……等等地區，進行初步探訪；透過本身觀

察、與社區店家的非正式言談，進一步挑選適合的社區店家與景點。然而在此過

程中也遭遇不少困難，例如社區商家多半以滿足住宅區和學區的日常生活需求為

主，故同質性過高、特色不甚明顯，加上部份態度不甚友善、希望學生不要多次

打擾，以致後續的採訪困難重重。 

因此，本研究在參與同學的集思廣益之下，並且考量人力、物力、資源和執

行時程之後，依照經營歷史、理念、受訪者的配合與友善程度……等等標準選定

政大附近社區的商家和具有特殊意義的景點共 14 處，如下表一所示。本研究 14

位參與同學實地走訪、踏查這些特色地點，透過影像和觀察日誌記錄；此外，在

深度訪談之下瞭解社區商家的背景，並以滾雪球的方式找到更多有獨特價值的素

材。在訪談完社區特色商家、地點之後，本研究對應學校相關的學生社團與活動，

共同思索、腦力激盪如何增進學生社團活動與地方社區共同合作的契機，增加社

區與學生互動的機會與可能性，累積大學城整體規劃下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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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社區店家/景點踏查紀錄表 

指南路二段 

訪問時間 商家/景點 挑選依據 

2014.02.28 江記水盆羊肉 異國特色 

2014.02.27 龍角咖啡 新開店家 

2014.02.25 政大茶亭 歷史悠久 

2014.02.23 咖啡大亨 經營理念 

2014.02.24 蝴蝶漾 新開店家 

新聞報導 

資料蒐集 

土地公廟 歷史悠久，長期與學

生活動密切相關 

木柵市場 

時間 商家/景點 挑選依據 

2014.02.20 文如食品 歷史悠久，客群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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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1 寶珠古早味 歷史悠久 

2014.02.21 溫家包子店舖 歷史悠久 

保儀路-木柵路 

時間 商家/景點 挑選依據 

2014.03.03 東峰果汁店 歷史悠久 

2014.03.05 逢玉冰果室 歷史悠久 

地方特色 

2014.03.07 磨豆花棧 經營理念 

2014.03.07 小呂咖啡 新開店家 

貓空地區 

時間 商家/景點 挑選依據 

2014.02.23 貓茶町 經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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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發現 

本研究根據探訪社區店家、景點的所在地，以田野觀察筆記的方式分段呈現，

試圖還原這些社區商家各自最真實的特色。 

第一節、 指南路二段 

壹、 江記水盆羊肉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215 號 

政治大學學生平時的活動範圍就是學校外的一條街，街上充滿著各國料理，

滿足學生挑嘴的味蕾。一年半前，街上又多了一間來自中國陝西省的西安料理「水

盆羊肉」。 

「水盆羊肉」光店名就藏著客人好奇的引子。陝西人說碗如盆、湯如水，陝

西人口中的「水盆」就是台灣人的湯碗。水盆羊肉就是羊肉湯搭配麵線、細粉或

米粉。走進店裡，小小的店面約 20 坪，到了吃飯時刻，店裡客人已經坐定，等

待著熱騰騰的「水盆羊肉」上桌。 

這個來自陝西省的西安味，老闆其實是台灣人。老闆說自己在西安開了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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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台菜餐廳，更娶了西安的漂亮姑娘，擁有兩個女兒。然而，隨著女兒就學的

年齡接近，老闆希望女兒在台灣學習，因此自行研究一直很喜歡的西安料理，再

加上岳母的傾囊相授，就這麼帶著一家大小回到家鄉，「水盆羊肉」就此在政大

文山區開門。 

老闆說西安當地其實有水盆牛肉、水盆大肉（即豬肉）、水盆羊肉，會專門

賣羊肉是因為羊肉的膽固醇最低，而且食材溫和不燥熱，對身體健康有很大的幫

助。用料實在的老闆選用澳洲羊肉，每天早上從八點就開始備料，一直到十一點

半準時開門。羊肉以陝西當地的獨特香料、八角、花椒等香料清燉，不僅去除羊

的肉騷味，更提出羊肉的鮮甜，讓清燉的水盆羊肉散發出獨特的肉香味。 

店內賣的不只是羊肉，最特別的就是白吉饃了。陝西人說，「老陝吃水盆：

一碗水盆羊肉一個饃。嘗味兒的，就一碗兒；胃口好的，來大碗兒；再來個饃：

夾菜、夾肉、夾雞蛋，吃的好又飽」。吃水盆羊肉最搭的就是白吉饃了。老闆笑

說當地的白吉饃分「全活」、「半死」，乍聽令人發笑，其實全活就是麵糰全發酵

的饃；半死就是半發酵，吃來更硬更紮實。為了因應台灣人的口味，店裡的白吉

饃屬全發酵，在鍋子裡烙上幾分鐘，夾進微辣的雪菜和酸溜的土豆絲兒，真是好

對味。 

這間坐落遠離政大校門口的西安料理，至今開店約一年半，已經累積了不少

忠實顧客。老闆說，剛開店時，客人雖然不多，畢竟這是大家沒接觸過的料理，

但從來沒有客人覺得不好吃而離開，是蠻驕傲的地方。現在不僅有一批老饕顧客，

到了用餐時刻，老闆更笑說現在店內彷彿成了聯合國，不只台灣人來吃，更有德

國人、澳洲人、俄羅斯人、土耳其人、東非、印尼人等前來嘗鮮。但不論你是哪

國人，下次來政大走訪，別忘了來吃上一碗「水盆羊肉」，包準讓你一頭栽進西

安的美味世界。 

本研究發現江記水盆羊肉的客群以社區民眾和學生為主，雖然其需求和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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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活動似無直接相關，但老闆長期浸淫於陝西文化之中，具有相關的豐富生

活經驗，政大校內的民族服務社在面對相關議題時或許可以考慮與之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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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政大茶亭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12 號 

一間小小的飲料店面，卻是政大學生難忘的味道，從 83 年營業至今的政大

茶亭，想必是許多人在政大念書的回憶，從當初在騎樓下開始的流動攤販，到擁

有一小間屬於自己的店面，老闆說這些都是一點一滴的累積。 

 

會決定開這間飲料店，是因為從南部北上的老闆，看到當時南部流行的飲料

店在台北居然並不常見，希望將南部的飲料滋味北上才決定經營，從茶飲開始推

廣，到販賣十分受到歡迎的果汁飲料以及風靡全台灣的珍珠奶茶，長時間下來慢

慢研發、仔細揣摩各種飲品，才有今日價目表上各式各樣的產品，老闆自豪的表

示，店內的招牌綠豆沙是當初努力學習研究才有的招牌飲料。 

但由於是小店規模，很難和外面的加盟商店相比較，不過學生的支持是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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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營業的動力之一，許多畢業的校友還會三不五時，回來嘗嘗從前的美味記憶，

連茶亭這個名字都是當年還未確定店名時，學生之間互相的默契稱呼而誕生的店

名，與學生之間的良好互動，一定是茶亭最有魅力的特色。 

政大茶亭的客群以政大學生為主，僅有一小攤位、沒有實體店面但每天仍然

吸引絡繹不絕的顧客上門，雖無與學生活動合作的需求與期待，但仍可於眾多社

團活動的贊助名單中看見政大茶亭的名字，顯見其已成為學生活動的密切支援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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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咖啡大亨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45 巷 1 號 

如果你一踏進巷口就可以聞到濃郁的咖啡香？那絕對是從咖啡大亨店裡飄

出的迷人香氣。因為對於咖啡的喜愛，因緣際會下在政大附近開了這麼一間可以

實現推廣咖啡文化願望的店面，民國 79 年便在此經營，一開始的店名叫做「大

亨小傳」便是希望來店裡客人都能用小傳的價格，擁有大亨級的享受。 

 

不過，80 年代的政大學生和老師，願意接受咖啡這樣的歐美文化飲品嗎？

老闆說道，當年可是非常辛苦的，因為那時比較封閉，必須不斷的煮咖啡希望用

咖啡香氣吸引顧客，結果總是令人沮喪，10 個人還聞不到 1 個客人進門，所以

只好從泡沫紅茶和其他茶品做起，這也是為什麼咖啡大亨的茶飲會比其他咖啡店

還多樣；後來因知名連鎖咖啡店的進駐而帶動咖啡文化的轉機，有了比較對象，

許多客人認為咖啡大亨的咖啡品質不比連鎖咖啡店的差，而且價格相對親切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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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咖啡業績能大大提升。 

對於自身產品的品質原則，是老闆最引以為傲的，很多學生可能不知道最初

還有嘗試搭配簡餐和鬆餅餐點的經營，但不願意使用餐包而自己準備食材的堅持

下，使得老闆不得不向過度疲累屈服，最終決定專心從事咖啡事業。指著小黑板

上的咖啡名稱，老闆特別為我們介紹他是如何「玩」咖啡，每個月推出的精品咖

啡是老闆的個人興趣，選擇各種不同的咖啡豆做配製烘培，再依咖啡豆品種、出

產國做命名，精品咖啡的推出，成功吸引到不少忠實客人。 

老闆實踐對推廣咖啡文化的理想、在咖啡文化上的專業，若校內的咖啡社透

過移地教學，相信能夠得到更多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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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蝴蝶漾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161 號 

如果你有幸經過指南路二段，不難被這間鮮紅招牌的嶄新店面吸引，進而駐

足於店門前翻看它甫推出的創意料理菜單。 

這是蝴蝶漾，一間由不滿三十歲的年輕店長陳鵬昇與他的高中同學小楊攜手

打造的午茶天堂。主打外酥內軟的厚實鬆餅搭配一球明治冰淇淋，加價 35 元即

可升級一杯 70 元以內飲品，以兩百元左右的平價價位即能享受一份 CP 值極高

的餐點、一個靜謐舒適的環境與一日悠閒的午後時光。近期亦推出白飯、濃湯無

限量供應的中西式創意料理與全天候早午餐，希望能以多元的菜單滿足消費者的

各種需求，以貼心的服務營造家的溫馨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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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會選擇到政大附近開店營業的主要原因是看好政大市場，老闆覺得同質

性的店家如米塔、小公寓等會選擇在政大設點必有其因，且政大附近的店租亦在

可以負擔的範圍內。 

當初老闆在幫店家取名字的時候，有許多名字都被列入考慮範圍內，一時之

間也難以決擇，因此老闆決定先行動工。說來也奇妙，在進行店面裝潢期間，竟

有一隻蝴蝶停佇工地，後來副店長小楊和店長開車採買設備途中，等紅燈時又有

一隻蝴蝶從車窗前緩速飛過，諸多巧合讓他們選擇蝴蝶一詞；之所以選擇漾一字，

乃因「漾」使人聯想到蝴蝶在水上振翅引起的陣陣漣漪，如同他們蕩漾的赤子之

心，正因不停鼓動的意念才能成功催生出「蝴蝶漾 政大篇」，因此以蝴蝶漾作為

店名是再好不過了。 

年輕人的那股衝勁讓他們從籌劃到開幕只花了大約三個月左右。在整個開店

的過程當中，裝潢是比較大的困難，由於一般裝潢公司為先付部分訂金，待完工

後報價，可能因為他們都太年輕，裝潢公司便乘機拉抬價格。為此，雙方溝通了

蠻長一段時間。對他們來說，成品與當初所預期的差距也是一大溝通問題。 

 當被問及到營業狀況時，店長笑說目前的營業並不如預期，可能是因為蝴

蝶漾剛投入政大的市場，不甚熟悉，還未能準確抓住學生口味。雖然多少會覺得

挫折，不過因為他們的鬼點子都蠻多，所以也持續在改進菜單，相信可以把蝴蝶

漾最好的餐點呈現給政大學生和鄰居們。對於未來，他們覺得拓店是必須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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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越來越多人知道蝴蝶漾，讓蝴蝶漾成為一個品牌。 

對於與政大社團的合作，蝴蝶漾表示樂意之至，他們之前也曾經和政大葡萄

酒社合作，提供場地舉行類似品酒會的活動；同為年輕人他們非常能體諒學生，

因此也願意在不影響店內營運的前提下，提供能力所及的幫助，歡迎學生前來接

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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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龍角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33 號 

鹿港有天后宮，有老街，更有「水龍頭故鄉」的美名。從家鄉鹿港出發，結

合美式風格的自烘咖啡文化，與台灣道地的茶飲傳統。當初會在鹿港開店的原因

是因為老闆娘本身是鹿港人，家中原本是做水龍頭的。因此希望從水「龍」頭的

故鄉嶄露頭「角」，呈現給人每一杯都很濃(龍)的感覺，喝了這一杯會停留在幸

福的街角。 

當時會想在政大附近開店是因為住在政大附近的朋友介紹這邊，本身也早預

計要在台北開店。老闆娘一直想要做北部的市場，再加上這裡的水質很棒，很適

合做咖啡。老闆娘有考慮要開分店，不過目前鹿港店已歇業，她希望可以認真開

發北部這片市場，把咖啡這個文化做起來，到時候再回家鄉設點也還來得及。 

從開店以來，在經營上最困難的是員工訓練方面，因為東西很複雜，老闆娘

對品質有一定的堅持，導致教育訓練很難標準化。營業一開始是只能把人從鹿港

調上來台北工作，因為要訓練這邊的人實在不容易。 

龍角的每杯飲品都自行研發，並通過 40 次以上的味蕾測試，古法熬煮糖蜜，

不同茶類也堅持搭配不同糖配方，絕無果糖蹤影。龍角特別推薦的店內飲品莫過

於蜂蜜牛奶了，而咖啡的部分便是即將在政大店上市的瓶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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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角飲料與別人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會在飲品內加入小芋圓，所以今天你想不

到的龍角都幫你想好了。龍角的小芋圓都是自己手工做的，絕對可以吃到芋頭顆

粒。在口味研發方面，以蜂蜜牛奶來說，因為龍角煮咖啡時用了五種糖，其中也

包含蜂蜜，再加上他們是玩咖啡跟牛奶出生的，所以就會想結合其他東西配起來

看看，把蜂蜜加到裡面，搭配後發現味道很棒，於是蜂蜜牛奶就這樣誕生了。 

近期龍角並沒有提供太多折扣，也不玩買幾送幾，因為東西品質的都反映在

飲品上，因為重品質，所以學生有可能會嫌貴，但是龍角的飲品真的是高品質高

成本。在政大店即將推出在鹿港店為最熱銷的瓶裝咖啡，沒有化學藥劑，沒有防

腐劑，小小一瓶帶著喝超方便。 

龍角其實陸陸續續都有在跟學生合作，大多是社團的部分，只要有心幫龍角

推廣的都很歡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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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土地公廟1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45 巷口 

約莫一百年前，政治大學校園旁的土地公廟是茭白筍田上以三塊石頭搭建而

成，大約至民國 63 年開始漸漸有廟殿的雛型。歷經民國 78 年及 96 年的重新修

建工程，土地公廟才以現今的建築呈現在民眾和信徒面前。土地公廟的香火鼎盛，

從內殿中被燻黑的樑柱、面有烏黑痕跡的土地公神像可見一斑。政大土地公廟最

特殊的是，土地公的神像自始至今仍保留石身設計，並非如坊間一樣由木頭雕刻

而成，正如同百年前守護田間農家的忠厚形象，迄今持續守護政大社區。 

也因為此一連帶關係，2008 年起在政大中文系蔡欣欣教授的建議之下，提

出「政大獻戲」的構想，由政大歌仔戲社於每年土地公生日期間代表政大為土地

公祝壽獻戲酬神，透過表演的方式感謝土地公，此一關係拉近了學生和廟宇之間

的連結與情感。「政大獻戲」至今年（2014）已邁入第七年，不僅成為政大歌仔

戲社與土地公廟例行的年度盛事，期間也與國立台灣戲曲學院（2013、2014 年）、

                                                      
1
 本段介紹主要參考政大校訊介紹：

http://www.nccu.edu.tw/mobile/news_content/532c765c1d41c864d8000042 
http://info.nccu.edu.tw/epaper/enews_detail.php?AT_ID=201304150027 
http://xn--9csy2c3yc93qzmjdiv.tw/mobile/news_content/50a76cf817881c7fe8000196 

http://www.nccu.edu.tw/mobile/news_content/532c765c1d41c864d8000042
http://info.nccu.edu.tw/epaper/enews_detail.php?AT_ID=201304150027
http://國立政治大學.tw/mobile/news_content/50a76cf817881c7fe800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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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魔術社（2013 年）同台演出，最重要的是透過民間宗教祭祀的傳統讓政治

大學和社區有更多互動，讓社區感受到政大學生對木柵指南地區的認同與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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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木柵市場 

壹、 文如食品行 

 

這家店開了 20 年了，之前在安康市場，搬過來木柵市場已有七八年。老闆

是越南人，和一半越南一半柬埔寨的老闆娘為了生活而從家鄉批發貨物來台灣。

因為自己對越南的食品比較熟習，且越南和泰國的飲食習慣較為相近，就選在泰

勞多的台灣開了這家店。一開始主要是賣泰國的食品，以少量多品項的方式進貨。

老闆說來自東南亞的移民，多半會漸漸習慣台灣的食物，只是偶爾會懷念家鄉的

口味，所以並不會大量進貨。 

我們環顧了一下店內的陳列，一排貨架就羅列了五六樣商品，地上還有紙箱

放著各式的泡麵、餅乾，有時連個轉彎都有些困難。隨著東南亞各地移民的增加，

例如越南新娘。老闆也不只賣越南和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的食品也賣。

老闆帶著淺淺地微笑表示：「有時候…看到他們很想吃但沒辦法，我們就想辦法

去找來賣給他們」。一旁熱情的老闆娘還和客人談笑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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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訪問的過程中，老闆身後擺的椰奶迅速的銷售一空，可說是人氣商品

呢！問起店中的商品，老闆滔滔不絕地跟我們介紹商品的特色、食用方法以及和

台灣食品的不同。像是我們熟悉的泡麵，東南亞的媽媽酸辣麵可是世界第一的泡

麵，而東南亞的食用習慣和台灣不同，泡麵可以是早餐或點心，不常當作正餐食

用，故包裝都比較小。而在台灣有名的椒麻雞，本來是用魚露來提味，生的蔬菜

也很多，到台灣改成用醬油，味道完全不一樣。 

有些僑生會常來尋覓熟悉的味道，僑生週或者世界狂歡節的時候也會來店裡

尋找食材。老闆最後說，歡迎學生有需要時來店裡逛逛，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來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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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寶珠古早味 

 

地址：木柵市場 48 攤位 

在熙熙攘攘的菜市場裡，我們經過一個又一個賣青菜、生肉或水果的攤位。

偶然，遇見一攤賣蘿蔔糕、草仔粿等古早味的店，後面坐了一位穿西裝打領帶正

襟危坐的老人家，斜前方有一位阿嬤在包湯圓。老爺爺約七、八十歲，臉上帶著

溫和的笑容，和專心包湯圓的阿嬤儼然是在顧店。這，就是寶珠古早味。 

攤位上陳列著湯圓、元宵、紅龜粿、草仔粿、蘿蔔糕、蘿蔔乾等食品。30

年來這些美味的古早味都出自阿嬤一雙靈巧的手，蘿蔔乾的蘿蔔也是自家所種，

為了保持新鮮也因為沒有添加防腐劑，湯圓是早上 4 點起來開始包，其它前一晚

做好。阿嬤也自豪地說，鹹湯圓的內餡有金勾蝦、芹菜、香菇等等餡料豐富，聽

得我們肚子都餓了。特殊節日例如過年、清明節、元宵節特別忙，尤其是代表喜

慶的紅龜茥和湯圓等賣得最好，多拿來拜拜或結婚請客，祝福新人多子多孫。平

日星期六時最為忙碌，提供的品項也最多，不僅是老一輩的阿公阿嬤來買，年輕

的上班族或媽媽也會買些蘿蔔糕，懷念小時候熟悉的味道。 

穿西裝的阿公練得一手好字，平時在攤位泡茶寫毛筆，女兒還有開班授課，

幽默的阿公還用說得不習慣的國語跟我們開玩笑。臨走時還堅持送我們一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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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龜粿，嚐嚐阿嬤的好手藝。 

寶珠古早味的老闆、老闆娘年事已高，與學生活動合作的意願雖低，但對古

早味食物的熟悉程度也是有興趣的學生值得請益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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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溫家包子店舖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開元街 34 號 

當初會開店營業是為了過生活繳房貸。包子手藝並不是是家傳的，而是向別

的師傅學習，再作改良。老闆與老闆娘每天早上三點三十分起床，先是將麵粉混

水再進行六小時的發酵。同時，也必須將前一晚泡好的黃豆(至少六小時)，打成

豆漿並過濾豆渣。到了早上五點三十分，老闆就會開始手工揉麵糰，這樣是為了

讓包子的外皮帶有筋性，咬起來才會彈性好吃；與此同時，老闆娘則將餡料調味，

開始包包子。包子店會在早上六點三十分開始營業。在開始做生意的同時，老闆

會去採買明天包子內餡所需的材料，採購完畢後，材料便會交由約聘的阿姨們去

切碎混合製成餡。到了中午十二點，包子店就會打烊休息了。老闆每晚睡前都會

把隔天早上要用的黃豆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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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營業額方面，老闆笑說沒有仔細計算過，但是根據多年的經驗，假日的

營業額平均會比平日多出一倍，平日僅需四位工作人員幫忙，而到了假日則必須

要八位工作人員！老闆粗估一天差不多會用完一包麵粉（約 37 台斤，相當於 22.2

公斤)。 

 

老闆娘談到許多老顧客從開店第一天就吃到現在，比如說政大體育器材用品

店的老闆就是忠實客戶。在採訪同時，也有附近種菜的阿嬤前來收取製作豆漿剩

下的豆渣。據老闆娘說，這位農戶每天都來索取不要的豆渣施肥給種植的青菜，

可見天然自製的豆漿富含豐富的營養。 

當被問及是否有意願跟政大的學生團體合作時，老闆說，在他們以前年輕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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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的時候，他們常會接大量早餐盒的訂單，早上送到政大，但如今力氣已不如

往年，因此不接大量訂單了。雖說如此，老闆跟老闆娘還是非常歡迎政大學生到

溫家包子店吃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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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保儀路地區 

壹、 東峰果汁店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保儀路-永安街 22 巷路口 

在連鎖飲料店如春筍般冒出的政大商圈，你是否偶有想要依歸純正自然風味

飲品的時候？這家位於保儀路上的東峰果汁店已然營業了十三年之久，堅持以天

然水果為主體，不添加其他佐料就是要完整呈現水果汁的風味。老闆娘說，以前

本來是製冰的小工廠，後來轉行的果汁店也跟冰有點關係。維持平惠的售價這樣

一路走來，很多客人喝習慣了，會固定回來消費。 

如今飲品店的競爭激烈，看不出來其實最一開始的保儀路上只有這一家果汁

店。在風災肆虐嚴重的台灣，水果價格的波動更是明顯，然而老闆還是咬著牙堅

持下來。當初會轉行賣果汁是因為有同業看中店址，提議可以「試試看」，一試，

就到了現在。 

問起甚麼水果的漲幅是很誇張的，老闆娘說是紅蘿蔔。一開始一包不過 250

元，最誇張的時候飆到 900 元，足足多了三倍。但是老闆娘說水果的成本都會自

己吸收掉，不會因為季節變動而提高果汁售價。 

店內的果汁種類是怎麼配的呢？老闆娘說只要客人想配甚麼幾乎都可以「客



28 
 

製化」調配。綜合胡蘿蔔汁更是店內一大特色，先把紅蘿蔔榨成汁，另外再用果

汁機去打，裡面加蘋果鳳梨奇異果，保留了纖維，口感喝起來就是不一樣。忠實

原味，酸酸甜甜。木瓜跟西瓜牛奶是銷量最高的明星產品，雖然還是有季節性限

制，但台灣人普遍還是喜歡喝啊！ 

 

開店十餘年，問起有沒有遇到比較印象深刻的客人，老闆娘笑著說，有些常

來的客人就會跟他們閒話家常啊！另外也遇過有人會問「你切水果的時候柳丁有

沒有洗？」，遇到這樣的問題老闆娘無奈說道：「如果沒有親眼看到在洗水果就很

難相信啊！」 

營業時間約是上午九點半到晚上十一點，夏季有時會到十二點，如果你想要

喝現榨果汁清爽一下，不妨走來保儀路光顧這家東峰果汁店。該店客群仍以當地

社區民眾為主，與學生活動連結低，仍是一片可以開發、接洽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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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逢玉冰果室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保儀路 78 號 

和尋常的老街區一樣，保儀路上總是有幾間裝潢中的新店家。剛開始經營得

有模有樣，但是通常熱戀期過後，店內一片冷清，大多數的店家禁不住現實的壓

力，相繼選擇離開。在這條充滿過客的街上，有一個熟悉身影始終不曾離去，為

了各奔天涯的老朋友佇立一隅，這一待就是五十年。它是逢玉冰菓室，滿足無數

遊子想家的胃，數十年如一日。 

一位年過八十的阿嬤在店裡忙碌著，傍晚時分人總是特別多，剛下課的學生

以及路過的上班族蜂擁而至，店裡雖然已經由她的女兒跟女婿接手，但是在這樣

的情況下阿嬤還是得出來助陣。老闆娘嗓門大，個性直爽，手腳俐落地舀湯、上

菜和結帳，和老闆配合起來頗有默契，阿嬤也老練地在爐邊看著鍋裡的配料，偶

爾進行各種補位工作。「像在打仗一樣！」老闆娘忙得滿頭大汗，不禁有感而發。 

老闆說，每晚冰菓室歇業以後，對他們而言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他

們得連夜備料，等到全部準備好已經逼近破曉時分，此時才能真正闔眼。之所以

堅持每天要花五個小時熬煮各種配料，都是為了給客人最新鮮的好味道。若要說

逢玉冰菓室有什麼特別的地方，那麼大概就是這實在又純粹的味道，讓人有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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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感覺吧！ 

 

阿嬤可以說是冰店的終生職員工，見證了這家店的歷史，從年輕的時候嫁到

夫家，就開始跟著丈夫一起賣冰，初期只是間冰棒店，到後來變成夏天賣冰、冬

天提供各類熱湯的冰菓室。開店的辛苦不只是日夜顛倒，久站、長時間維持同一

姿勢的結果也造成不少職業傷害，阿嬤回憶起懷孕時挺著大肚子依然得在店裡幫

忙，只是雲淡風輕地帶過，但是不難看出當時維持家計確實是個重擔。接著又聽

老闆說起一些店裡生活的小摩擦，老闆娘一邊繼續手頭的工作一邊喊：「人家是

來訪問的，不是來聽抱怨的！」老闆靦腆的笑著，只得跳到另一個話題。 

隨著近年來連鎖飲料店、冰店的崛起，以及原物料上漲的影響，老闆感嘆生

意真的不好做！除了尖峰時段，會上門的人不多，通常都只有老主顧來捧場，再

加上開店很辛苦，家中年輕一代並沒有接手的意願，老闆也不確定逢玉冰菓室還

能延續多久，只說：「做到沒辦法做。」語氣間流露一種看透世事的豁達。 

雖然不知道逢玉冰菓室未來的路要怎麼走下去，但可以肯定的是，過去的五

十年它已經成為保儀路上最忠實的老友，陪很多人走過生命中的瑣碎片刻。 

找一個午後到逢玉冰菓室坐坐，與這位老友一起偷閒片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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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磨豆花棧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保儀路 73 號 

過一條橋，就走出美食沙漠。今天為大家介紹一個吃點心、宵夜的好去處：

磨豆花棧。 

磨豆的豆花，總是讓舊雨新知讚不絕口，醇香的豆漿沒有一般早餐店豆漿的

焦味，老闆娘說那是因為她不喜歡這個味道，所以煮豆漿時特別細心，如果不小

心焦了就整鍋倒掉重煮。磨豆選用加拿大的黃豆製作豆漿、豆花，煮豆漿前，要

洗豆子、磨豆子、泡豆子，豆漿滾了之後，還要再悶 20 分鐘──這是最重要的

20 分鐘：悶成了，會散發出黃豆的獨特香氣；悶壞了，就臭火乾了──最後還要

急速冷卻，才能鎖住豆漿本身的香氣。為了讓不同時段的客人都喝到新鮮現煮的

豆漿，無論開店前還是營業時段，老闆娘都在廚房裡細心熬煮，就連接受我們訪

問時，老闆娘也捨不得離開爐子呢！ 

https://www.google.com/url?sa=D&oi=plus&q=https://maps.google.com.tw/maps?expflags%3Denable_star_based_justifications:true%26ie%3DUTF8%26cid%3D5677771367263363804%26q%3D%25E7%25A3%25A8%25E8%25B1%2586%25E8%258A%25B1%25E6%25A3%25A7%26iwloc%3DA%26gl%3DTW%26hl%3D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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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天氣變化、濕度溫度改變，老闆娘都得重新調整豆花的配方，也得修正

爐子的溫度。磨豆有三種豆花：純手工豆花、純手工黑豆花、純手工芝麻豆花，

黑豆花摻了黑豆，芝麻豆花則加入芝麻、花生；製作芝麻豆花是最費工夫的，芝

麻、花生都易出油，老闆娘必須很注意食材的比例才不會油水分離。 

老闆娘分享，有次她連續做了五桶芝麻豆花都失敗，覺得納悶，以為是自己

沒跟師父學好，結果其實是老闆因為聽到客人說芝麻豆花不夠香，偷偷提高芝麻

的份量，導致比例不對。老闆娘說，要讓芝麻的香氣出來只有兩種方法，一是添

加化學香精，二是拉高芝麻比例。強調健康、天然的磨豆當然不可能選用化學香

精，拉高芝麻比例的話，成本很高，食材比例也不好抓、容易失敗，所以老闆娘

選擇天天現做、讓磨豆的芝麻豆花維持著淡淡的芝麻香。 

磨豆的糖水也別出心裁，老闆娘堅持自己重新炒過二級砂糖，並且沿用古法

加入麥芽糖──古法認為麥芽糖有清肺的功效，而且水也必須先經濾水器過濾才

可用來烹煮，不像一般店家可能自來水加普通砂糖隨便煮煮就好。老闆娘強調好

糖加上特殊配方，細心熬煮三、四個小時才是健康又好喝的糖水。 

磨豆的佐料，諸如紅豆、花生、花豆、芋圓、粉圓等為豆花畫龍點睛，老闆

堅持自己批料回來熬煮。雖然朋友勸過他們：「都已經勞心勞力煮豆漿、糖水了，

佐料就用批的吧」，但老闆發現外面批來的、罐頭裝的佐料太甜，雖然賣相很好，

但是人工添加物太多，強調新鮮、健康的磨豆老闆即使再累，還是決定使用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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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現煮的佐料。 

就算物價上漲、成本提高，還是要堅持自己對產品的高要求。豆漿、豆花、

佐料、糖水全部自己熬煮，老闆和老闆娘每天都忙得天翻地覆，但為了品質，也

希望賣給客人健康、天然又好吃的產品，老闆、老闆娘節省額外聘僱員工的人力

成本，每天早上七點起床，從市政府趕來木柵備料，精心準備至少四小時後才開

店營業，晚上結束營業後，二人還要收拾一個小時半才能關店回家休息。即使年

事漸高、體力漸不堪負荷，二人還是努力堅持、用心經營這家店，至今已邁入第

十個年頭。 

問到老闆娘這十年來快不快樂？老闆娘是一臉愁容，現代人飲食習慣改變、

隨手杯飲料帶來的衝擊、木柵保儀路的沒落、老闆的身體狀況等，但是老闆娘講

到當年她最快樂的時期卻又笑容滿面，她說：「你們學生都很可愛，那陣子客人

太多，我們手腳忙亂忘記收錢，隔幾天學生又專程跑回來還錢，你們有位學長還

是趁當兵的休假來還錢的……其實他們不來還錢，我都不知道我忙到忘記收費呢

(笑)」。老闆娘還分享，有對情侶結婚甚至送來喜餅，謝謝磨豆讓他們有機會相

遇並進而步入禮堂。 

採訪結束，沉默寡言、把受訪工作都推給老婆的老闆還貼心地詢問我們：「我

們豆花甜度可以依客人喜好調整喔，不夠甜再跟我說，我幫你加糖」磨豆花棧實

在是一間產品健康美味、老闆和老闆娘和藹可親的小店！ 

雖然磨豆花棧的客群仍以社區民眾為主，但近年來有越來越多學生願意過橋

消費，顯見在學生族群中已逐漸打開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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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小呂咖啡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 251 號 

早上沒課，難道只能待在宿舍睡覺，或吃安九的早餐嗎？一日之計在於晨，

早上不妨和朋友一起散步過恆光橋，十到十五分鐘從宿舍來到恆光街和木新路二

段的交界，有一家溫馨可愛的咖啡廳，「小呂咖啡」。 

小呂咖啡的餐點飲品為主，並有早餐、早午餐、拼盤簡餐，店內空間雖然沒

有很大，但卻能提供客人一個溫馨的用餐氛圍。 

 

老闆當初因為興趣開始學習煮咖啡，從退伍開始從事咖啡業至今已經將近九

年了，進入這行兩年後老闆就計畫三十歲後要開一家自己的店，兩年前因緣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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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到現在這個店面，開了這家小呂咖啡，對於咖啡廳的經營理念不求大、不求多，

而是凡事要求實在、單純、穩定，也因此，老闆凡是事必躬親，餐點、咖啡都自

己做，也就更能客製化，比如說拿鐵，如果客人有要求的比例，老闆在能力範圍

內，都會做給客人。 

 

老闆還有一個絕技--拉花，現在已經練成了好幾種款式，之後打算拍照，展

示在牆壁上，老闆開玩笑說，他很怕之後每個客人都會指定拉花款，那就很費心

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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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老闆打算要再學習烘焙豆子，學成後，咖啡廳也會轉型，減少複合式餐

點，把重心放在咖啡的調煮，不過還是會維持現有的空間給大家好好享用餐點，

雖然位置不多也不大，不過能夠做自己最喜歡的事情--煮咖啡，並提供一個舒適

的空間，給附近的社區住戶和學生用餐、喝咖啡，對老闆而言是最重要的事，訪

問到最後，問起老闆，經營這家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麼，老闆靦腆地說，看到客

人把餐點吃完、飲料喝光，對他而言就是最快樂、最有成就感的，因為這樣代表

客人喜歡他的餐點和服務。 

本研究發現店內空間寬廣，對多數靜態、藝文性社團來說是一個絕佳的活動

地點；此外，老闆在咖啡上的專業堅持也能讓校內的咖啡社同學有一交流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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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貓空地區：貓茶町 

 

在木柵土生土長住了近 36 年的高師傅，經過多年的學習，帶著對家鄉的依

戀，回到木柵，用高超的糕點技藝做出伴他成長的貓空鐵觀音茶點心，近年更是

研發各種不同的茶點心，當地的鐵觀音、包種茶，外進的紅茶，都從他的巧手變

成好吃的點心，不僅帶給大家美味，也寄託著了對家的感情。 

4H HOUSE 為其品牌名稱，貓茶町為店名，成立理念為「以綠色梯田的房屋

為意象，傳達了高師傅對家庭與木柵的情感，透過每一份鐵觀音茶的甜點糕餅，

讓木柵的味道正在各地飄香」2。在木柵路上開了第一家店，賣出口碑，接著去

年在貓空開了概念店，希望藉由概念店，傳遞師傅的理念和家鄉的故事給大家。 

高師傅堅持以無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劑，做出美味又健康的點心，讓大家

吃得開心又安心。高師傅說，他女兒很想要有卡通人物的生日蛋糕，他都不願意

做給她，只因為卡通人物製作都會使用大量色素，他堅持給女兒健康最大的保障，

這分給家人的信念也給顧客。未來不只要研發創新的鐵觀音系列糕點，更期盼有

日讓木柵不只有貓空一個休息點，對未來期望延展成為咖啡廳…等，能夠提升木

柵觀光休閒的產業價值。正如同到桃園玩有大溪豆干，台中有太陽餅，宜蘭有牛

                                                      
2
 此段敘述摘錄自貓茶町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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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餅、鴨賞，花蓮有麻糬，那麼台北木柵呢？高師傅希望有一天，大家可以說木

柵的名產是貓茶町，讓大家都認識 4H HOUSE 這個品牌，打響知名度。 

然而概念店開在貓空─木柵山上也有經營上的困難，大部分人上來遊玩都是

靠貓纜，但貓纜又有週一休息和營業時間限制，在山上的店人流量不高。不過高

師傅期盼日後與政大的學生社團有更密切的合作，例如音樂類型社團，因為貓茶

町貓空店外有空間，且飲茶聽音樂最為愜意，極適合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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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生活動與社區結合的可能形式 

綜合上述整理，本研究在現場踏查過程中發現政治大學鄰近社區之商家、景

點多半以滿足學區和住宅區的日常生活機能為主，所以飲食店、連鎖商家（例如

速食店、便利超商、飲料店）仍佔絕大多數，造成挑選研究對象的同質性過高；

加上學生熟悉的商家仍位於政大附近的指南路二段，對跨越景美溪之外的社區商

家較為陌生，從訪問過程中也得知該處多數商家基本上仍以維持生計為主，也從

未想像能與學生活動結合，此為最大的研究限制。 

即便如此，本研究仍從訪問過程中一一抽絲剝繭，試圖擘畫出學生活動與社

區結合的活動想像。 

第一節、 可能活動類型 

壹、 地方特色交流 

校內的民族服務社、僑生聯誼性社團……等等可以考慮與一些深具地方特色

的商家接觸，例如有異國特色的江記水盆羊肉、文如食品行因熟知中國陝西、東

南亞移民的地方特色，可以與之合作舉辦相關座談、經驗交流或採買。長期關注

東南亞新移民、移工權益的團體，或許也可與之接洽而得以接觸到更多不一樣的

對象。 

貳、 藝文活動 

政大鄰近社區的某些輕食店家有與學生社團合作的意願，例如貓茶町的老闆

希望樂團進駐表演，故校內的吉他社、熱音社……等等音樂性社團可與之接洽，

透過定期提供表演的方式換取更多活動贊助。 

參、 飲食交流/場地借用/品味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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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數眾多的飲料店和咖啡店也能提供咖啡社、紅酒社……等等藝術性社團一

個交流的機會，不論是場地借用或經驗切磋，都是極適合的對象。 

肆、 民俗活動 

政大歌仔戲社為土地公生日「獻戲」已成為優良傳統，未來除繼續之外，也

可考慮讓其他社團加入不同元素，例如 2013 年與政大魔術社的合作。 

第二節、 未來建議 

因適逢政大在台復校屆滿一甲子，希望本研究的社區人文地圖文字敘述有機

會透過圖片成品來展示，除可作為販售、亦可當作新生入學贈禮。同時，藉由學

生活動與周邊社區生活機能與商業活動緊密結合，不僅推廣學校和社區的友好關

係，同時也將政大在台復校相關慶祝活動，擴展到校園以外，讓周邊社區民眾也

能感受這些活動內涵的歷史意義。 

另一個與社區結合的方向，可以試圖從與社區大學合作著手；社區大學的開

課相當多元，或許可以輔導相關社團與文山社區大學的開課教師接觸，除增進交

流機會、爭取露出外，也能夠讓社區民眾對政大學生的多元活力與專業形象有更

深刻的體會；唯需注意開課的時間與申請合作的流程。 

本研究由學生參與踏查的角度切入，初步體驗政大週邊社區的特色及其相關

歷史，並嘗試與學生活動結合，預期這些社區店家的特色能與政大學生之間產生

更密切的關係，雙方之間有一種休戚與共的連結存在，這也將成為未來大學城下

最可貴的無形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