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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點，讓兩個高雄囝仔在雲林多了一個家 ! 

        位於斗六車站 15 公里外的半山腰上，有一個純樸的小村落。這

裡是台灣數一數二的老人村，年輕人早早出外打拼，只剩長輩留下

來繼續務農，照顧著橘子、柳丁、檳榔等作物，過著簡簡單單的晚

年生活。 

        這群長輩「老而不老」，他們時常笑說：「人生七十才開

始！」你可能想不到，七十歲的阿伯能夠滿腔熱血地擔任社區理事

長，八十歲的阿公可以騎車到處找人抬槓，九十歲的阿嬤可以每天

清晨拄著拐杖和朋友一起散步。歲數不到七十的長輩，一律都是

「笑連郎」。 

        這裡是華南社區，一個用 google map 導航會迷航的桃花源。

今年暑假，我們來到華南社區蹲點，和阿伯阿姨一起度過 17 天此生

難忘的生活。雖然僅是短暫的造訪，卻讓我們把華南社區認作「第

二個家」。希望每年橘子成熟時，我們都能夠回來，喝喝高粱，敘

敘舊。 

 

 

 

  



 

有一種服務是，你們快樂，我們就快樂 

 

一、 服務進行方式 

        一開始接到錄取通知時，我們喜憂參半，喜的是我們從逾

百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憂的是「華南社區在哪裡呀？」，我

們對社區幾乎一無所知。 

        當時，因為還沒有接觸到社區的長輩們，所以我們就用我

們既定印象中的「鄉下長輩」，粗略地構想我們的服務方式，

像是教他們使用手機，或是帶可以動腦的手作活動。 

        到了社區，我們才發現，華南社區的長輩們生龍活虎，甚

至比年輕人還健康。因此我們火速決定放棄原先擬定的活動，

改以單純的「陪伴」為我們的服務主軸。 

        因為社區中沒有 20 幾歲的年輕人，所以阿伯阿姨對待我

們就好像對待自己的孫女一樣疼愛。我們發覺，他們需要的不

多，就是有我們在旁邊一同歡樂就好；而我們想要的也很簡

單，就是看著他們快樂，我們就快樂。 

 

二、 服務使用器材與設備及其來源 

 滿懷著一顆喜悅的心 

 面帶一個真誠的微笑 

 心存一點點的好奇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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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置準備工作與時間 

        雖然沒有為了這項服務準備實質物品，但我們在啟程

前，時時刻刻都在提醒自己 : 雖然台語不太通，但微笑是我們

共通的語言。到了華南社區，記得敞開心胸去接納一切事物。 

 

四、 服務過程文字與影音記錄 

Day1 龍眼樹下 

第一天，我們就受邀到傳

說中的「龍眼樹下」泡茶

聊天。之所以會認識「樹

主」是因為大哥要來找我

們的三合院鄰居阿伯，結

果遇到兩個不認識的女孩

在拍貓咪。熱情地打聲招

呼後，緣份就此結下。 

 

Day9 去協會幫忙包米 

鄉村哪裡缺人手，大家都

會一起幫忙。我們時常到

社區發展協會幫阿姨的忙 

，邊忙還可以邊和阿姨抬

槓，久了就和阿姨培養好

感情，話題不間斷。不

過，阿姨最愛的還是關心

我們的大學生活啦。 



 

\ 

\ 

\ 

Day10 三合院好厝邊 

麗錚阿姨說：「我女兒

要回來啦！阿伯說要妳

們一起來吃飯！」余培

阿伯超喜歡我們來作

客，因為平常阿姨不喝

酒，只要我們來，就有

人陪他喝酒聊天啦。 

 

Day12  一起去七逃 

歷經千辛萬苦，郭笑阿姨

總算幫我們喬出車位，讓

我們罷工一日去溪頭「七

逃」。第一次和長輩出

遊，一路上我們都和阿伯

阿姨打打鬧鬧，連第一天

認識的長輩都好像認識好

久一樣。 

 

Day13 柳丁倉庫卡拉 OK 

今天下大雨，由柳丁倉庫

改建的卡拉 OK 室終於敞

開大門囉！我們一直 Cue

阿伯阿姨一起唱情歌，阿

姨還會俏皮地對著鏡頭拋

媚眼呢。 



 

五、 服務成果：包含效益、影響 

        陪伴不是單方向，而是彼此都享受對方的存在。 

        不只是我們想要陪阿伯阿姨，他們也很享受我們的陪伴，

因為有我們的地方就會有更多笑聲。如果阿伯阿姨沒有事先預

約，我們可能還會被別人先搶走呢。 

        待在華南的十七天，每天都有聊不完的天，以及打不完的

招呼，所以我們的蹲點日誌永遠都有說不完的故事，有一些還

樂得回憶甚至只能夠放在心上，成為我們一輩子的精神能量。 

        有時候，我們都覺得自己的服務已經不是陪伴，而是直接

昇華成為一位華南人。 

         

  



 

廚房小幫手 

 

一、 服務進行方式 

        一開始得知華南社區附近沒有小吃點、沒有商店，我們

又沒機車（也不太會騎）下山去梅山吃飯時，我們忍不住在內

心叫了一句「挫咧等」。啟程前，我們還去大肆採購了一番：

四碗泡麵、巧克力、洋芋片、小泡芙、燕麥棒、巧克力脆片、

乖乖、可樂果等等。 

        到了華南，我們才發現，吃完全不是問題 !只要願意接受

邀請，進到阿伯阿姨家的廚房一起幫忙，就有飯吃了。有時候

是大餐，有時候是家常菜，有時候是甜點，有時候是包子饅

頭。阿伯阿姨不怕你吃多，只怕你吃不飽。有時候想吃什麼，

自己開冰箱，自己去料理就好，非常自由。 

 

二、 服務使用器材與設備及其來源 

        我們人到心到就好，其他設備阿伯阿姨家應有盡有。 

 

三、 前置準備工作與時間 

 一張愛問「要不要幫忙哇」的嘴 

 一顆樂於幫忙的心 

 

 

 

 



 

四、 服務過程文字與影音記錄 

1. 雞蛋叔叔阿姨的廚房小幫手，是我 們! 

 

2. 麗錚阿姨的廚房開放了 ! 

 

 



 

五、 服務成果：包含效益、影響 

        廚房是很私人的地方，聽人說：彼此要有深厚的友誼，

才可能把別人家的廚房當成自己家一般自由進出。或是說，阿

伯阿姨們打從第一天認識我們，就不希望彼此只是主客關係，

因此邀請我們進到廚房當小幫手，不希望我們只是很拘謹地在

客廳等飯吃。 

        從第一次到雞蛋叔叔阿姨家作客開始，我們就在廚房忙進

忙出，叔叔還會毫不保留地教我們料理的秘訣。吃飯吃到一

半，叔叔也會說直接吩咐我們 : 「再去煎十個荷包蛋~」「牛

肉你們會煎了齁?這次就交給你們啦~」 

        而麗錚阿姨也是在彼此關係變得緊密之後，才歡迎我們一

起幫忙做饅頭。不然，一開始，阿姨只想要我們等出爐再來吃

熱騰騰的饅頭就好，剩下麻煩的製作過程讓她來就好。 

        在廚房，我們發現了阿伯阿姨不同的個性，有些拘謹，有

些隨興。也是在那裡，我們和叔叔阿姨變成好朋友。 

  



 

蹲點日記傳播快樂，傳播愛 

 

一、 服務進行方式 

        原本，我們只是把蹲點日誌當作一項作業來完成，沒有

想過它會在社區裡面得到這麼多回響 ! 

        久而久之，蹲點日記成了我們「傳播快樂」的一個媒介。

我們覺得，快樂雖然是無形的，但接收到的居民一定可以獲得

最深的感觸。 

 

二、 服務使用器材與設備及其來源 

 一顆能夠處處發現美的心 

 一顆可以在半夜運作的腦(因為常常聊天聊太晚) 

 一雙修圖修到酸的手 

 一雙盯螢幕盯到累的眼睛 

 一對必須長時間黏在沙發上的屁股 

 

三、 前置準備工作與時間 

        每天出門前，我們都會告訴自己 : 用心體會每一刻，華南

處處都是小驚喜 ! 只要願意發現，再小的故事都可以感動人

心。 

 

 

 



 

四、 服務過程文字與影音記錄 

 

 

 

 

 

 

 

 

 

 

 

五、 服務成果：包含效益、影響 

        阿伯阿姨意外地很喜歡收看我們的蹲點日誌，很愛幫每一

張照片都按個讚。有時候早上起床，看到臉書出現「9+」則

訊息，嚇了一大跳，點開來看才發現原來是收到阿伯阿姨幫我

們按讚的訊息呀。 

        有幸成為華南人，寫著華南的故事，我們覺得格外親切。

或許別人在閱讀我們的日誌時，無法產生共鳴，但是社區裡的

人總是非常樂於準時收看我們的發文，如果當天沒發，隔天就

會有人說：「我在等你們的文耶！」 

【完整的蹲點日誌請看我們的臉

書粉專：2020 「蹲點‧台灣」－

華山華南社區

https://reurl.cc/e86Npm】 

 

 

https://reurl.cc/e86Npm


 

  日誌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我們發現有很多認識與

不認識的人幫我們分享貼文，讓我們的貼文觸及到理事長的子

女、一起吃過飯的陶藝老師的朋友、煎盤粿老闆的朋友、我們

的爸媽的同事等我們不認識的觀眾。 

  其中，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雞蛋叔叔的分享（下圖

右）。他的 hashtag 真讓人不知道是要哭還是要笑，尤其是

第二句話，到底是褒還是貶呀！還有，村長看了我們的文，發

現我們也去吃他常吃的煎盤粿，老闆也第一次發現他的常客原

來是華南村的村長。 

         

        蹲點日記早已不是我們來蹲點必須完成的作業，而是一個

聯繫彼此，傳播快樂，以及承載回憶的地方。  



 

滿載回憶的明信片 

 

一、 服務進行方式 

        由於我們發現有些阿伯阿姨不用手機，看不到我們的日

誌，也沒辦法下載照片留念。因此我們決定要做明信片送給大

家，一方面是表達感謝，一方面是希望阿伯阿姨身邊有我們的

照片，才不會忘了我們。 

 

二、 服務使用器材與設備及其來源 

 一顆滿懷感恩的心 

 一雙準備寫卡片寫到酸的手 

 一雙準備騎下山印卡片的腳 

 一台小七的 ibon 

 

三、 前置準備工作與時間 

 

 

7/25~28

找大家合影

7/27~28

打卡片草稿

7/29

下山印卡片

7/30~8/01

送卡片 !



 

四、 服務過程文字與影音記錄 

 

 

 



 

 

 

 

 

 

 

 

 

 

【卡片完整內容：

https://reurl.cc/9XOmGX】 

 

 

https://reurl.cc/9XOmGX


 

五、 服務成果：包含效益、影響 

        雖然我們沒有花非常多的時間製作卡片，但一字一句都是

我們十七天來對他們滿滿的感謝與回憶。當拿出卡片的那一

刻，阿伯阿姨們都又驚又喜又感動。 

        余培阿伯第一次戴上老花眼鏡，為的是要看清楚我們寫得

滿滿滿的卡片內容；雞蛋叔叔阿姨則是脫下了眼鏡，要來好好

看看我們到底寫了甚麼；協會的五位阿姨爭先要看我們的卡

片，還有阿姨很可愛地直接把卡片內容唸出來，害我們好害

羞；理事長的孫子看到阿公的卡片好興奮，一直拿在手中，最

後還在淑卿阿姨的請求下，把卡片唸出來；本元阿伯效率超

高，收到卡片的隔天，就把它壓到客廳的桌子底下了。 

 

        我們寫卡片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愛上這片土地，喜歡上

這裡的人，所以希望在我們蹲點結束後，用一張明信片，牽起

彼此十七天來的回憶。 

  



 

理事長卸任影片製作 

 

一、 服務進行方式 

        我們華南蹲點的倒數第二天，是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劉清

極阿伯卸任的日子。社區裡的人都說我們見證了華南很重要的

一刻。 

        阿伯是社區的靈魂人物，從八年前自己去上了三年農村再

生課，開始帶頭做起華南的社區再造。許多居民一開始並不領

情，到後來都被阿伯的熱忱打動，而全心全意地加入阿伯的社

造之路。 

        社區的人都用一句話形容阿伯 : 「理事長電話一 call 就

到。」此話不假 ! 即便對於我們兩個短暫到訪的女孩，阿伯也

是隨 call 隨到，讓我們備受感動。 

        於是，我們決定偷偷訪問社區裡的阿伯阿姨，希望集結大

家送給阿伯的一句話，剪輯成一支影片，送給阿伯當作卸任禮

物 ! 原本我們不覺得自己有空在社區八八節聚餐時，親自拿回

去撥放；沒想到我們兩個想回「家」的慾望太高，讓我們四天

內就把影片趕出來了。最後親自將影片帶回社區，播給理事長

阿伯看。 

 

二、 服務使用器材與設備及其來源 

 一台存在感不高的三軸穩定器(有些人不習慣面對鏡頭) 

 一顆鍥而不捨願意追著大家訪問的心 

 



 

三、 前置準備工作與時間 

四、 服務過程文字與影音記錄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oqeLl3H6P9G9HJhXpJ

HcJe4cVsjxNpH/view?usp=sharing 

 

 

 

 

 

 

7/26~30

找大家訪談

8/03

整理檔案

8/04~06

剪輯影片

8/07

回華南撥放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oqeLl3H6P9G9HJhXpJHcJe4cVsjxNp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oqeLl3H6P9G9HJhXpJHcJe4cVsjxNpH/view?usp=sharing


 

五、 服務成果：包含效益、影響 

        八八節聚餐的會場上，大家看到彼此受訪的樣子，都笑

得合不龍嘴。看著大家聚精會神地欣賞我們製作的影片，真的

好感動。 

 

        影片播完之後，理事長阿伯走過來對我們說 ﹔「吼~妳們

做影片都不講的餒~」我們笑說 : 「說了就沒有 surprise

啦 !」阿伯的反應實在太可愛了。其實，我們都知道阿伯是因

為太感動，才有這樣的反應。我們看到阿伯眼眶濕濕的，但我

們只是笑而不語，因為心意有傳達到阿伯心理就好了。 

 

       

 



 

        不過我們倒是沒想到，會後阿伯的大女兒會紅著雙眼過來

跟我們說 : 「謝謝妳們 ! 我看了好感動 !」雖然第一次遇到阿伯

的大女兒，但我們馬上跟姊姊相約年底回華南摘橘子的時候再

見。 

 

        這就是華南可愛的地方 : 即使第一次見到彼此，卻可以有

一股熟悉感。也是因為這種神奇的感覺，讓我們在社區自在度

過此生最難忘的十七天 ! 

  



 

華南，是我們不論北漂多遠都要回來的家 

          踏上歸途的那一刻，這十七天來的點點滴滴變得好不真實，

好像做夢一般。不論回到高雄或是台北，都很難有向華南一樣一覽

無遺的農村景緻，緩慢而充實的生活步調，以及對任何人都敞開心

胸的人情味。 

          蹲點尾聲，當我們不捨地訴說：「我們好不想走」的時候，大

家都說：「有空多回來華南走走喔！」我們明白，這句話不是客套

話，而是大家真心希望這一別不是永遠，我們也非常希望這段緣份

能夠一直存在。 

          我們告訴自己蹲點結束是下一個開始，以後我們將擁有「第二

個家」！回到家，永遠都有一群可愛的阿伯阿姨迎接我們，很溫

暖，很窩心。 

 

          我們，想家了。 

 

 

  



 

 

 

 

 

 

 

 

 

 

Thank you for 

your wat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