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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住在溪洲的下番社，每當想要買零嘴、玩甩炮時，就

會走路到附近小小間的無名雜貨店晃晃，買一元的棒棒糖、巧克

力條、芒果乾等，這些小小的點心，點綴童年生活的美好時光。

而「元復雜貨店」相較我家到無名雜貨店的距離遠，小時候不常

去，直到幾年前，在華興街發現一間重新粉刷的洋牌樓，而且門

口擺著「香蕉冰」的古早招牌吸引我，因而才進去認識這間美麗

又有人情味的雜貨店。

	 雜貨店的老頭家郭元復先生，小時候母親過世得早、與身體

不便的父親一起生活。為籌得一家生活費，他每天勤儉、刻苦，

牽著父親一起到「大堀」擔石頭來蓋房子 ( 蓋土角厝 )，日本人看

郭元復先生家境雖然困苦，但做人認真又純樸，於是出手協助領

養弟弟，來減輕家裡的負擔。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及日本戰

敗，弟弟最後跟著日本人回去，目前也已有家庭在日本生活。

	 民國三十七年（1948）元復雜貨店最早於中洲路與華興街路

口開店 ( 現在賣麵食的店家 )，經營十年後才搬到華興街現在的位

置。華興街為溪州庄內仔人，走到溪洲火車站搭五分車的小徑，

住家不多，道路兩旁除甘蔗園外，更有兩個大水潭，溪州孩子們

常在這兒排成一排摸魚，一直到摸到白藥仔魚 ( 音同 ) 飛起來，

大家就會很開心的歡呼。這兩個大水潭跟溪州蓋土角厝房子有很

大關係，由於香蕉產業的盛行需要大量勞動力，於是溪州庄頭大

戶人家，聘請許多外地人來此做長工，若做不錯老闆會考慮將女

兒許配給他在此落地深根。

	 因此在日治時期末期，隨人口移入，溪州快速增加很多土角

厝，原料就從各地邊陲的土壤挖取，據元復雜貨店現任老闆郭先

生描述，早期溪州庄內總共有七個大水潭，華興街兩個、中洲里

活動中心一個、溪州大堀頭一個等等。

	 現元復雜貨店的郭老闆，從小肩負起養育家人及弟妹的責任，

每日清晨三點起床，騎腳踏車到旗山大菜市場買菜 ( 後來移往旗

農對面果菜市場)。從溝坪、內門、圓潭、甲仙、溪州等雜貨店家，

要先到菜販申請菜牌，菜牌自己取名，如媽嚕「郭」、媽嚕「陳」、

媽嚕「元」(「媽嚕」為一個圓形的標記的意思 )，等菜牌申請完

畢後，每一個雜貨店開始盤算今天買菜的底價，深怕標的價錢太

高拿回來也就難賣了。

	 早期從溪洲到旗山做買賣不容易，需經過驚險的「武鹿坑」

溪谷，是段垂直近八十度的上下坡路程，時常哩阿卡或牛車上不

去，都要一起下來幫忙推車，一不注意腳踏車就會失去平衡而翻

車。因此每個溪洲人在走這段路時都格外小心，但當爬上武鹿坑

的坡後，便在附近一間喝茶的店仔，會在這裡歇息、喝茶聊天。

	 郭老闆到旗山菜市場批貨，約早晨七八點回到溪州，整理一

下雜貨店的事物，就要到養豬場餵豬，馬上再前往香蕉園工作。

郭太太描述，先生因為是長子，除照顧自己家庭還要照顧弟妹，

雜貨店的生意每日都忙到晚上十一點，隔天又要清晨三點起來工

作。對於過去這樣忙碌的生活，郭老闆只幽默認真的說，當初的

人能這樣拼命應該是我們吃的東西都很健康，不像現在人吃什麼

塑化劑、化學添加食品，呷那些東西攏袂牽基。

	 溪州雜貨店有數十家之多，不同雜貨店更有自己的經營之道。

郭老闆跟我們分享，有些從商品的多樣與特殊性著手，有些從雜

貨店的經營面向開始，將大家不常看到、不常買的商品單價提高，

比較常買的商品單價降低，這樣顧客會認為你賣的東西很便宜，

不管什麼時候都會去這間雜貨店買。

◎阿弟仔

	 民國五十四年（1965）郭元

復老先生從屏東九如請人稱「起厝

龍仔」的建築師傅，在現址建造元

復雜貨店洋牌樓，建築樣貌典雅別

緻，每根柱子與梁的角度都經細緻的磨製，雖建造過程費工，但

整體給人別緻的典雅至今依然優雅佇立。進入洋牌樓內有一天井，

三面環繞二層樓的洗石子房間，天井前有一樓梯上二樓，階梯把

手下山雲樣貌的鐵窗氣勢非凡，整體建築發揮出小而極致的美感。

	 元復雜貨店最近才重新粉刷，希望呈現雜貨店在洋牌樓的感

受。黃女士現今也開始製作古早的香蕉清冰，希望讓雜貨店能有

多面向發展。每逢假日坐在這典雅的洋牌樓下吃著自製的香蕉清

冰，農民出出入入話家常，長期合作送貨店家彼此談天，別有在

農村社區生活的悠閒人生。

	 看著元復雜貨店家門

的對聯，「元振家聲常奮

發」，「復點事業永光昌」。

橫批則是「元創宏圖重繼

復」，象徵家與事業共同

成就的經營模式，是雜貨

店留給一家人最好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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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蕉的有機成長10803

我的工作，由故鄉來定義

		 90 年代，林強唱出：「我要去台北打拼」，但是現在是，台

青蕉唱：「青年在家鄉為自己打拼」，有正必反的社會，當年的社

會，人離開了地方才掌握人生發展的鑰匙，而現在我們重新省思，

應該重新連接生活的經驗，認同與連結自己出發的地方，如此是做

為一種社會的反省，將與土地分離的撕裂傷，由這些具備理想和期

待的人，重新撫平台灣人對於時代的空虛和無奈。	

	 回到地方開始經營，創生的是社會撕裂世代傷痛的一帖小藥，

來成就一個需要連續不斷建構的台灣內涵。	

敬告台灣的中生代家長，我們多久沒有聆聽過去？聆聽現在？	

	 獨處？孤獨？現代人的貧乏，經常造成了一種莫名的孤寂感，

然而這樣的狀況卻鮮少聆聽自己身邊的聲音，甚至缺少了自己生

活的脈絡，變成一種恐懼，恐懼經常在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產

生，甚至歧視，帶著一種邊陲的想像。	

	 每次跟社區的長輩談話，都有一些莫名的感動，從小時候我在

自己故鄉旗山小鎮當中遊走，就喜歡聽他們說當年的人生故事。有

的講自己的祖先從台南府城，橫跨惡地進入旗山篳路藍縷的開基歷

程；有的先民從地方地名、廟宇的遷徙的改變看見旗山人事變遷；

也有的是台灣政權鬥爭對農業影響縮影，或者有些懷念著香蕉大王

的總總故事回想當年香蕉產業興盛。聆聽這些農村當年的故事，卻

吸引不起後代子孫的興趣，在訪談中經常看著坐在家裡角落的年輕

人，在一邊冷眼低頭滑手機，偶爾露出一個茫然的眼神，不解這些

過去的東西，應該蕭條卻在老一輩口中傳誦。	

回到地方經營的第一件事情，請正視你已經脫離地方的生活	

	 受到全球化的影像，許多嫁接的生活文化，接受思潮而尚未實

踐完成的生活，讓人與自己所在的地方格格不入，無從看見自己面

對的真實社會。從一個暑假生活計畫，讓年輕人在故鄉安排放假自

己的生活，就可以看到一個不知如何安排、不知如何控管時間的學

習狀態，除了父母安排好的一切，去田裡無聊、去河裡無趣，一到

陌生環境就吵著要回家，生活的內容則是缺乏自主性的探索。我們

的年輕人所經地方之處，無生活印象，只剩下學校、家裡跟銀幕裡

的資訊，其他一切跟生活無關，虛擬與現實的東西帶入自己的生命

經驗。	

	 學習科學，重新運用在地方的溪流，營造安身立命的自然對話；

使用語言，可以用在與國際交流連接地方對於彼此的想像；運用商

業，怎樣創造地方的滋味，找尋各種我們遠離的生活成為社會的需

求和期盼。正視脫離地方的生活，是需要花時間，重新面對使你脫

離的人、事、物，修補你與這些場域彼此的關係，也在解決你生命

缺乏的恐懼，增加你對自己的勇氣。	

「產業悲情」讓台灣的產業需要一種新的語言訴說	

	 台灣有多好，絕對是每一個台灣的朋友有說不完的故事。但

說到傳統產業、農業等付出勞力的工作，在常民的談吐中，就業負

◎台青蕉王繼維

面的表達還是多於正面的看待，青年人總是避談就是辛苦的

勞力與面對的勞務，這樣的現象我們暫可把它定位是台灣的

「產業悲情」。	

	 「產業悲情」也就是長期以一種社會共同想像認定的既

定印象。這些內容其實經過了社會變遷，在形態、價值、方

台青蕉英文DM台青蕉接受媒體採訪

式、內容上都有許多變化，而如果沒有重新轉型、重新看待和跟上

進步的制度與思潮，持續以這些社會悲情，除了增加營造產業或城

鄉的對立，台灣農產業、以勞力密集、勞務大量、兼職搭配的工作

內容，將沒有機會重新被理解。	

經營地方是讓人的有機來取代商品的有機 

	 建構產業本身轉做對人的重新信任，是找回地方感覺重要的

力量。當台青蕉回到旗山，我們把香蕉這個農產品，你能夠將他從

植栽開始就引出產值，透過植栽的景觀、植栽的想像，提供服務；

之後再到生長當中產生產質，提供工作場域與活動空間營造，讓遊

客親近與體驗；最後再從收成當中得到結果獲利，並從加工、手作

中讓這些收成成果再次分配成果獲利，充分利用這些香蕉所帶來的

「終生」經濟感，這當中你已經不只有單一個成果，而是全面性的

收穫。	

	 真正的有機，也不是只有關切自己耕作的環境、經營的店鋪，

台青蕉能量來自故鄉愛的照拂

要成就的是你生活場域的理念實踐。試問，專賣避免驗出用藥的有

機商品卻不管環境汙染問題，是否叫做有機？又問，對抗土地非正

義的人，在灑藥和化肥的環境，所種出的農產品，是否能夠叫做有

機？回到家鄉被定義的，是地方經理人的概念，不只有經營自己也

在經營地方，促動的是怎樣經營更有機的生活。	

向已經有的生活學習，培養承擔土地的勇氣與能力	

	 回到地方，青年人才最重要的就是工作是包容性的，早期鄉村

就是一個大社會的縮影，近代以來累積了不同產業的樣貌，生存在

鄉村當中，而各領域隨著產業轉型社會變遷，已經無法跟上社會的

需求。有的是手作不符合機械化大量生產如：打鐵店、時裝店、編

織業、基礎食品，有的是隨著產業沒落的如：農機店、印章店。也

有是沒有通路或連鎖企業逐漸被壓縮市場的如：鐘錶行、米店、雜

貨店等等，這當中，青年人帶著自己的時代敏感，重新認知這些產

業的狀況，就是要先綜合性討論這些產業的橫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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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蕉德國朋友來訪1070113

台青蕉鳳信電視採訪1060223

台青蕉首發演唱旗山場1080216 台青蕉首發旗山場舞台1080216

台青蕉首發演唱台中場1080302 台青蕉首發演唱台北場1080309

	 在鄉村工作因為是整合性的，加上台灣是集約農業，農人身兼

數職其實是一種常態，而多樣性的兼職與專業工作，也是農村經常

出現的狀況，兼職工作的規範目前政府雖然沒有過多保障，但兼職

的勞力人口，卻是農村最主軸，農村兼職普遍，能夠看到這些工作

之間的整合關係，並多樣性並進，就有機會從兼職的工作慢慢養成

正常收入、補足之間不足的產業，然而這必須要有被定位的勇氣，

無論是產業或者是心的參與者，都定位改變著彼此。

工作從地方經濟出發，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循環 

	 在地方展開創生的經濟，是一個從聘雇、採購、經營與消費

的連續循環；而在地方工作，則是一個連續解決問題的過程。地方

經濟需要算入地方經營的成本，並以經營地方的內涵，以經濟的行

動，來發現地方問題到解決問題當中，定位出自己的產業模式，才

有可能拓展出自己與產業的一條道路。	

	 地方經濟營造創生的特點，通常還是以小眾為出發，以小點的

問題解決，形成解決地方問題的框架，再從框架中定位先後，以營

收投注成本，促使整體性的環境良善發展。過程以建構式、漸進式

的發展，從人的意識改變到解決問題，凸顯的是對於目前社會價值

的反動，藉由大環境經濟的阻力，來挹注地方經濟推展的助力。地

方的產業經營從小點的碰撞，到大面積的改變，都是從每一個問題

點的衝突矛盾中，成長壯大，甚至於變成解決問題的產業鏈來發揮

能量。	

	 翻轉城鄉的全球化經濟的席捲，不能缺乏的就是「藝術」、「文

化」與「產業」作為解決問題的催化劑，打出有別於城市的消費、

參與方式，將有助於以鄉村地方包圍城市，重新找到鄉村能夠定位

的行動方向。將一方的需求轉成另一方的要求，在供需上面就是最

好的連結點。把這些內容化為實質可以執行的方向，挑戰一級到三

級產業的界線，將鄉村的基本內容化為緩解全球化的能量，開創一

種可以體驗參與的生活方式，找到一種屬於地方的跨界共同想像。	

我的工作由家鄉定位就是一種地方的創生	

	 台青蕉十年的行動，改變了旗山老街的生態、讓台灣因為香蕉

而偉大、影響政府政策推展地方創生，台青蕉的經驗，正在發酵改

變台灣社會的角落。回來的定位，因為鄉村提出的問題，不斷改變

自己的行動策略，形成了務農、唱歌、開店、製造、媒體、公共行

動與社區營造的整體行動，就是經營地方產業成功最好的證明。這

一條地方經營的道路，還可以更多的可能，證明不同的人從各種角

度回到地方的經營，可以繼續促成故鄉的轉變，也確定，當你回到

地方經營，請讓地方來定位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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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懷 165 期尊重與關懷月刊贊助名單

會員徵信：【2400】郭合沅、洪美玉、王繼伶、郭月滿、傅貽芬、林美琴、王中義、林才女、王繼維、

	 						【800】陳彥澤

贊助名單：【導覽費】王繼強【3000】中義【9000】無名氏、【2000】小鄧髮廊【1200】怡璇、堂軒、月滿

香蕉蛋糕服務與義賣：繼強、繼伶、繼維、中義、貽芬、郁綾、靜美、合沅

深度旅遊志工協助：中義、貽芬、繼維、繼強、繼伶、合沅

專職志工：中義、貽芬		

蕉園體驗：中義、繼維、繼強、合沅、繼伶、貽芬

【希望蕉園提供 2分地】呂明、【希望蕉園提供 5分地】呂秀英

台青蕉樂團成軍十週年專輯《種下青春》

專輯介紹：
	 台青蕉最新專輯《種下青春》作為成軍第 10 年重要的里程作

品，訴說溫暖的土地人情，帶給混亂的社會一種樸實真誠的感動。

找到寄望的所在，種下理想的人生，收成自由的果實，我們生活

在一個充滿對立、價值衝突的時代，年輕人在社會裡生存變得無

奈又困難。成長的過程中，這個世界常常讓自己忽略了身邊日常

的生活，追求遠方被設定的價值，在自己的青春留下的，彷彿都

不是給自己的承諾。

	 希望你因為有我們的音樂陪伴，願意嘗試更多的可能性，用

溫暖化解對立，對自己種下承諾，更自由地選擇自己想要的樣子，

有一天，我們也會陪著你收成。在台青蕉這十年的歲月裡，以這

張專輯分享我們種下的青春。

台青蕉樂團成軍十週年專輯--種下青春

找到寄望的所在，種下理想的人生，收成自由的果實

	 全新的音樂軸線新專輯跳脫以往大多從流行搖滾、龐克下手

之節奏基底，在本次歌曲融入藍調、鄉村等音樂類型，編曲輔以

弦樂、管樂以及許多打擊樂等元素，更加入老台灣年代的歌舞劇

音樂元素，呈現全新的台青蕉音樂面貌。

	 電鋼琴的聲響作為連結的土壤，扎實的鼓點引領道路，甜而

有力的電吉他跳躍，再以 BASS 打入深厚的基礎，作為高壯的鋪

陳，有著無限大的想像跟熱情。搓揉著西方與台式的音樂結合，

老故事與下港人的草根，風格混搭的元素也是專輯內的亮點。

	 整張專輯以台語作為主要創作語言，帶有農村的氣息和搖滾

特色，整體音樂性趨向成熟及溫暖。

推薦曲目：

1.〈庄跤好所在〉試聽連結：

	 五拍的田園風格，在音樂

中可以聽見樂器如自然生態與

農村的對話，景色從田野到生

活的愜意，帶領聽眾進入輕鬆

的自然環境，每個樂器都在歌

曲內聆聽享受，然後找一個地

方把自己放下來。

2.〈唱予媽媽〉試聽連結：

	 當台青蕉開始不用靠吉他

大量的和弦來處理訊息，讓

鋼琴的反覆顆粒變成音樂的基

底，反而就是一個開始讓聽眾

可以認真聽音樂的開始，整首

歌曲除了文字以外可以檢索的

訊息大量變多，也因此變得有

趣。不管在哪，都要好好地唱

一首歌給媽媽聽。

3.〈種下青春〉試聽連結：

	 給青春及土地最炙熱的情

歌，輕快曼妙的節奏，充滿溫

暖聲響的音頻，希望陪著及鼓

勵著人們，追尋青春的道路，

找回自己對土地的承諾。

•iTunes、Spotify、KKBOX、

Apple	Music 各 大 音 樂 平 台

2018 年同步發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