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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35元的便當能有多豐盛？一肉四配菜，菜色豐富用料實在，便當裝到爆滿，

還有免費的湯，就怕辛苦人吃不飽。隱身在鹽水的小巷弄內，有一位周阿嬤默默地

賣了 35元便當，十幾年不漲價，一直做到近幾年身體退化，才由外孫傳承起整家

店，繼續顧著鄉親的肚子與荷包。過去的窮困，雖然讓阿嬤沒上過學，卻讓阿嬤有

了堅忍不拔耐吃苦的性格，後來因善於觀察進而開創了自己的事業，從開餐廳到外

送飯盒，最後轉型成便當店，一步一腳印地靠著自己的雙手及百折不撓的毅力撐起

一家店。早期因為少競爭跟料多味美大獲好評，也累積了財富，後期在經濟無虞時，

便發願回饋鄉里，十六年來持續提供營養美味的 35元便當，讓大家都可以無負擔

的以幾個銅板價飽餐一頓，低價的背後是阿嬤祖孫事必躬親，用時間、勞力換取而

來的，也因而讓這家無名便當店可以屹立不搖長達四十多年，在鹽水當地傳為美

談，客人都說讚。鹽水鄉親真幸福，35元就能飽了肚子，也暖了心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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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台東有一位家喻戶曉的 71歲陳樹菊阿嬤，將賣菜所得全數捐出行善，並登上

《富士比》與《時代》雜誌的英雄人物榜；雲林虎科大有一位 85歲的虎科婆婆，

滷肉飯、乾麵和湯麵賣 20元，月賠十萬還是要開攤；被稱為「艱苦人守護神」的

高雄 10元自助餐阿嬤--莊朱玉女，賣掉七棟房子，一直做到九十多歲辭世；她們

的故事都讓人敬佩又感動！然而鹽水也有位 86歲的周 O琴阿嬤，在小巷弄內的自

宅默默賣著十六年的 35元的暖心便當，她也曾受到好幾家電視台的採訪，但是大

部分的人還是不知道她的存在。物價在漲，阿嬤的便當卻十多年如一日，通通只收

你 35元，我覺得她的便當很好吃，菜色很不錯，人也

很和藹可親，我想把她介紹給大家認識。 

 

貳、研究目的及問題 

一、 探訪無名便當店 

(一) 阿嬤與外孫的基本介紹 

(二) 製作便當的流程有哪些？ 

(三) 35元便當的菜色有哪些？ 

(四) 無名便當店如何屹立不搖？ 

二、 探究開店四十多年的心路歷程 

(一) 四十多年來的困境與因應之道 

(二) 一生志業的甘苦談 

(三) 十六年來便當抗漲，堅持只賣 35元的原因 

(四) 阿嬤「心內話」 

三、 探究外孫掌廚賣便當的心路歷程 

(一) 傳承便當店的過程 

(二) 賣便當十四年的甘苦談 

(三) 叔叔「心內話」 

 

 



 4 

參、資料搜尋與整理 

一、 電視台專訪內容整理(搜尋”35元便當”) 

電視台標題及網址 相關圖片 

台視：台南鹽水 35 元便當網友推爆:佛心來

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6-x34rmCc 

 
華視：1 肉 4 菜超豐盛 超俗便當 35 元! 

(按住 ctrl 再按滑鼠以追蹤連結) 

 
TVBS-一步一腳印，發現新台灣：延續阿嬤

暖心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T31lKayfMg 

 

 
東森新聞：鹽水阿嬤便當店 四菜一肉只要

35 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1k3EDSEsc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6-x34rmC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3Knv5CcaZ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T31lKayfM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1k3EDSE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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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台灣台-在台灣的故事：35元佛心便當，

淡泊名利的無名天使 

 

 
南天- 35 元便當一賣數十年 孫輩掌店堅持

不漲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OAuhwhxGWw 

 

二、 網路新聞報導(搜尋”35元便當”) 

1.排骨便當只要 35 元！在地人吃 30 年 網友：佛心阿嬤不為發大財！    

 https://news.ltn.com.tw/news/Tainan/breakingnews/3565368 

2. TVBS 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 

 https://www.facebook.com/tvbsnewtaiwan/posts/2287803514656385 

3. 5 樣菜 35 元 8 旬嬤賣便當做功德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419507 

4. 4 菜 1 肉便當只賣 35 元 鹽水阿嬤：賺點薄利就好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1007/575900.htm 

5.台南便當「炸肉排＋4 菜」35 元！ 網友推爆：佛心來著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1005/574877.htm 

6.八旬嬤賣 35 元便當  餵飽艱苦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I7J5vn5tu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I7J5vn5tu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OAuhwhxGWw
https://news.ltn.com.tw/news/Tainan/breakingnews/3565368
https://www.facebook.com/tvbsnewtaiwan/posts/2287803514656385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1007/575900.htm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1005/5748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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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udn.com/news/story/7319/1270456 

7.台南有肉有菜的便當只要 35 元！台北人羨慕：佛心來的   

 https://udn.com/news/story/120911/1229653 

8. 超佛心便當  五菜一湯只要 35 元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15234 

三、 網友及鄉親的評論 

    在 GOOGLE 地圖、YouTube 報導影片下方都可以看得到網友的評論，其中不

乏曾經在鹽水求學的學生、離鄉在外地工作的鹽水子弟或仍在鹽水打拚的父老鄉

親。 

  

  

http://udn.com/news/story/7319/1270456
https://udn.com/news/story/120911/1229653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1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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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流程與方法 

一、 研究流程表 

 

 

 

 

 

 

 

 

 

 

 

 

 

二、 研究方法 

    本獨立研究採用訪問調查法來蒐集資料，訪問是一種口頭問卷，藉由訪

問阿嬤、外孫黃叔叔和客人，讓他們直接回答問題，來提供所需要的資料，

接著再依照下面的步驟來完成本研究。 

(一) 蒐集並統整相關資料 

1. 我們先上網搜尋與鹽水 35元便當相關的電視台訪問影片，反覆看過以後，

將訪問的內容記錄下來，對阿嬤祖孫的理念及便當店的經營有稍微程度的了

解之後，與老師討論擬定想要訪談阿嬤祖孫的題目。 

決定研究主題 

決定研究目的及問題 

蒐集網站相關資料 

尋找主題 

 

研究方法與步驟 

1. 整理網站資訊 

2. 擬定訪談題目 

3. 實地訪談祖孫 

4. 訪談常客兩位 

資料整合 

結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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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蒐集網路新聞逐篇閱讀、整理。 

  
開始常吃阿嬤便當蒐集菜色 實際到阿嬤便當店外觀察並記錄 

  
看完影片及新聞後將資料整理 做個可愛的招牌送阿嬤 

(二) 擬定訪談題目並請多位老師協助修正 

教師姓名 服務學校 授教科目 

王 OO OO國小 資訊 

張 OO OO國小 自然 

陳 OO OO國小 社會 

謝 OO OO國中 國文 

 (三)訪談阿嬤祖孫 

    我們總共去訪談了三次，都會在事前 2-3天先詢問黃 O源叔叔，取得同意

後就會在早上 9點左右過去，每次大約都是進行到 11點左右。主要由我們兩

個負責發問，老師會幫我們錄影，事後回來可以方便整理成稿。因為阿嬤只能

用台語溝通，所以事前我們練習了好久的台語，但是因為語調不對或是沒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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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大聲講台語，阿嬤常常聽不懂我們要問的題目，一旁的老師就會幫忙再次

以台語解釋讓阿嬤聽得懂。黃 O源叔叔的部分就簡單多了，全部國語溝通。 

(四)訪談常客 

    我們也找到了兩位常來買便當的客人願

意接受我們的簡單訪問。 

 

伍、研究結果 

一、探訪無名便當店 

(一)阿嬤與外孫的基本介紹 

    阿嬤名字叫做周 O琴，大家都叫她琴阿，今年 86歲，有三個女兒一個兒

子。阿嬤現在賣便當的店面是以前跟先生辛苦賺錢買地蓋的，過去很窮，後來

賣便當的生意很不錯，得以順利養活四個孩子，到了現在孩子們已經長大，各

自有穩定的工作，都住樓房了。兒女們有的住新營、有的住台中，目前都已成

家立業；孫子們有的大學畢業了、有的還在讀碩士。阿嬤表示她的孩子都很乖，

也都會拿錢孝順她，過去辛苦打拚

那麼久也存了不少錢，而她的花費

很省，花不了什麼錢，所以目前錢

很夠用了。多年前阿嬤因關節退化

不舒服，兒女勸她身體健康要緊，

希望阿嬤去做治療，但阿嬤擔心孫

子黃 O源還無法獨當一面，忍著不

舒服也要從旁協助，直到五年前終

於放心把便當店交給孫子掌廚後，

才去做膝蓋的開刀手術。 

    外孫名叫黃 O源，今年 36歲。父母在新營開快炒店，退伍後在快炒店待

了一年後，決定來鹽水跟著年邁的阿嬤學習如何做便當，沒想到一做就是十多

年過去了，如今的他是這家無名便當店的掌廚，但大老闆還是阿嬤，叔叔領阿

嬤的薪水，今年暑假他也即將升格當新手爸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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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製作便當的流程 

時間 工作 

前一天 16：00~18：00 黃 O源叔叔切肉、醃肉、煮滷味；阿嬤裹粉 

6：30之前 菜販會把菜送到店裡 

6：30~7：30 阿姨洗米、洗菜、切菜 

7：30~9：00 黃 O源叔叔炸肉、煮湯、煮飯、熱滷味、炒菜(瀝湯汁) 

9：00~12：30 陸續有人來買，邊包邊賣 

12：30~15：00 賣完稍微收拾休息 

14：00~15：00 阿姨先來洗米、洗菜、切菜 

15：00~16：00 黃 O源叔叔炸肉、煮湯、煮飯、熱滷味、炒菜(瀝湯汁) 

16：00~18：00 陸續有人來買，邊包邊賣，邊準備隔天中午的肉、滷味。 

18：00~ 賣完收拾休息 

    以上大致是一天的固定流程，一天會煮兩大鍋飯

及兩大鍋湯，第一鍋約剩下 1/3的量就會趕快再煮第

二鍋。 

 

 

(三)便當內容介紹 

    35元便當的一週菜色如下圖表，一主菜加上四樣配菜。 

(五)  
午餐 晚餐 

週

一 

 

主菜：獅子頭 

 

主菜：炸豬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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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二 

 

主菜：炸豬排 

 

主菜：燻雞 

週

三 

 

主菜：燻雞 

 

主菜：爌肉 

週

四 

 

主菜：爌肉 

 

主菜：炒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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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五 

 

主菜：炒肉絲 

 

主菜：雞腿排 

週

六 

 

主菜：雞腿排 

 

週

日 

  

1. 獅子頭(肉丸子)最受歡迎，但做工較繁複，只有週一午餐提供。 

    阿嬤表示最受歡迎的菜色是獅子頭，曾經有女客人想要訂購獅子頭，但阿嬤表

示做獅子頭比較費工夫，做來賣便當都快來不及了，實在沒時間單賣。一直到現在

獅子頭依舊受歡迎。 

2. 同一天的午餐跟晚餐菜色不同 

    阿嬤經營時的便當主菜沒有固定，依照阿嬤買到的食材料理；到了黃叔叔接手

後開始固定主菜，為了顧及到客人，當天午、晚餐的菜色不會完全相同，至於主菜

部分是每天晚餐與隔天的午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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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叔叔拿手菜是滷蛋 

    阿嬤表示大家都說她的便當便宜又好吃，

沒特別指出什麼最好吃，自己覺得廚藝大家都

不嫌棄，沒有感覺有什麼比較拿手的；黃叔叔

則表示自己的拿手菜是滷蛋，滷蛋要滷得 Q彈

好吃是要真功夫的！ 

  (四)無名便當店如何屹立不搖？ 

1. 堅持不懈：即使颱風天也不輕易休息，客人一試成主顧 

    目前只固定休息週六下午、週日及過年幾天，其餘日子幾乎沒有休息過，

客人隨時來買，只要還沒賣完，都不會撲空。今年七、八月的菜價飆漲，仍是

照常營業，因為阿嬤怕有人會買不到便宜的便當吃。阿嬤的女兒無奈苦笑表示：

現在的菜價那麼高，總不能都不放蔬菜，做一天賠一天的，老闆(阿嬤)還是堅

持要開店。 

2. 薄利多銷：在地深耕、便宜又大碗，口味大眾化  

    早期便當店競爭少，所以便當 25元大受

歡迎，生意非常好；後期不計較成本賣 35元

回饋鄉親，價格便宜且量又足夠，雖然當地便

當店競爭激烈，生意還是不錯的。凡事都自己

動手節省成本，直接跟在地店家長期合作，也

可以壓低成本，採用當季蔬菜，35元便當賣

了十多年未曾漲價，便宜又好吃，一個便當盒

裝得鼓鼓的，CP值極高。 

3. 建立口碑：口耳相傳，網路大力宣傳 

    雖然沒有招牌，但鄉親之間互相傳誦，客人絡繹不絕；近年來因為電視台

採訪及網路的宣傳效應，也增添了不少來客數及朝聖的客人。 

4.常客有話說 

    兩位常客都表示阿嬤的便當便宜，菜色有變化吃不膩，飯量很足夠，其中

一位還表示他們的用料很實在，兩位都表示即使賣 40元還是很值這個價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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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究阿嬤開店四十多年的心路歷程 

 (一)四十多年來的困境與因應之道 

1.第一次轉型：餐廳改為午餐外送飯盒 

    早期因為阿嬤在南榮工專福利社工作，發現學生吃飯時間較不固定，常常

為了方便，隨便一包零食就解決一餐是常態，因為住家在學校不遠處，附近也

有南榮學生租屋，因此在自家開了一間小餐廳提供南榮的學生用餐，以包月的

方式提供三餐。因為有編排同桌吃飯的名單跟開飯時間，所以如果其中有人晚

到，早到的人就要等晚到的人來才可以開飯，再加上有人會邊聊天邊吃飯，就

會延誤到翻桌的次數和時間，加上因為下午還要趕著回學校上課，所以第三批

的人就來不及吃完飯。後來就改為午餐幫學生用白鐵飯盒裝好飯菜，阿嬤的爸

爸會幫忙送到南榮門口，學生自己會出來認領寫著自己名字的飯盒，早餐較簡

便可以帶走吃，晚餐也不會有來不及翻桌趕課的問題，因此除了午餐以外，其

餘兩餐還是在自家小餐廳供餐。 

2.第二次轉型：外送飯盒改為店內販售便當 

    阿嬤的爸爸不識字也不認識學生，常常發生

有學生沒訂餐盒卻冒充他人拿走同學的飯盒的

情形，導致有訂飯盒的人反而沒飯吃，所以就改

為在店裡賣便當，需要的人就直接來店裡買，客

群就從原本的南榮學生擴大到整個鹽水鄉親，這

個經營模式，一直持續到現在，約三十多個年頭

了。 

 (二)一生志業的甘苦談 

1.早做晚休，工作時數很長 

    賣便當的日子裡，她每天都三、四點就起床開始工作了，一直做到中午都沒時

間休息，因為 25元便當大受歡迎，常常販售一空，連自己的午餐也沒留，又擔心

下午來不及賣便當，因此阿嬤常是空著肚子繼續準備，一直做到八、九點才能休息，

阿嬤回憶：「那時年輕身體強健，也就這樣度過來了。」除了週日整天、週六下午

跟過年會休息幾天，其他幾乎就都沒有休息日了，持續三十幾年，不曾想過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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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節省成本，卻犧牲健康與時間 

    阿嬤以前賣便當，因為只有自己一個人做，三十幾年前很少人在賣便當，因為

好吃份量又多，即使價格不算便宜，卻是大受

歡迎，賣的量很大，阿嬤為了節省成本什麼都

自己來，跟肉攤買大塊豬肉，再自己切成想要

的大小、厚度，冬天手很凍還是得切冷凍肉，

然後再一片一片的拍打肉片，長期摸這些肉類

有時還會得富貴手，手指也有些變形。每天三

四點就起床去市場買菜回來，洗菜切菜，趕快

下去煮好包好，中午賣完要再趕快準備下午的

飯包，每天都這麼趕。 

3. 寬大爲懷，不付錢也不計較 

    之前有人便當拿了就先吃，吃完說沒有帶錢；也有看起來很可憐每天都過來要

免費便當吃了一陣子的，後來就沒來了。對於這些，阿嬤都不計較，懷著悲憫的襟

懷，只希望需要幫助的人能得一餐溫飽。 

    阿嬤的女兒：「以前有遇過學生每天來拿便當，說媽媽月底就會來結算，結果

到月底就不見人影，我媽當時是想說，學生外出讀書生活比較不容易，讓學生都可

以吃飽比較重要，就不計較了。」 

4. 珍惜食物，自己長年只吃便當的菜尾 

    阿嬤表示因為會斟酌每天要煮的飯菜量，如果飯菜太少再去加煮，所以很少會

有剩太多的時候，自己則是會把每餐剩下來的一些飯菜冰起來熱了吃，所以幾乎是

沒去外面買過別人賣的食物。黃叔叔則表示，現在萬一白飯有剩，就會變成明天中

午限量的蛋炒飯，菜就只能自己吃或是給豬吃，但是很少會有剩下的。 

5.敬業惜福，甘願工作，到老年無法久站 

    阿嬤由小餐廳轉型到便當店，從事餐飲業一共四十多年，以前主要是由她一個

人掌廚，其餘家人則是偶爾從旁協助。兒子讀高中時，下課後會來幫忙，她的先生

也會來幫忙，女兒婚後偶爾也會過來幫忙，媳婦也曾來做過一陣子，最後是外孫黃

O源固定來協助，最終也由他傳承。 

    阿嬤表示因為從小就做苦工，當時早上三、四點就起床，中午沒時間吃飯、睡

覺，這些事對她來說都已是家常便飯了，所以賣便當相對輕鬆，阿嬤說她很珍惜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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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工作，也很認真努力。年紀大了後，膝蓋因為退化而無力，家人不斷叫她不要做

了，但阿嬤總放不下這間養活全家人的便當店，在家人不斷說服之下，才在輔導外

孫黃 O源幾年，待他熟手後，在五年前終於放心去做膝蓋的開刀手術，目前由外孫

黃 O源接手掌廚，而自己就退為助手，僅做肉片醃製或裹粉的工作。 

    (三)十六年來便當抗漲，堅持只賣 35元的原因 

1.飲水思源，回饋鄉親 

    阿嬤表示不管是早期在自家開小餐廳，還是後來改賣便當，當時生意都非

常好。因為在民國六、七十年的鹽水做餐飲包月生意可說是創新之舉；爾後改

為便當店時，同業更是寥寥可數，因此即便一個便當賣 25元在當時不算便宜，

然而因菜色豐富、份量很大，所以客人總是絡繹

不絕，常常賣到連自己都沒剩下的飯菜可以吃。

因為珍惜可以賺錢的機會，總是捨不得休息，鼓

足幹勁地工作讓便當店的收入足以讓父母、公婆

跟孩子們過上小康的生活，再加上夫妻兩人物欲

都很低，在拉拔孩子長大又累積了一些財富後，

阿嬤懷著飲水思源的心情回饋鄉親，因此在民國

94年便當漲至 35元後，迄今堅持不再漲價。 

 25元便當 35元便當 

時間 三十幾年前 民國 94年~至今 

掌廚者 阿嬤 阿嬤 黃叔叔 

2.將心比心，散播溫暖 

    老年時因為父母相繼過世，孩子們也各自成家立業，自己雖不缺錢卻也閒

不下來，所以 16年來阿嬤堅持賣著 35元便當。又因為自己也是辛苦熬過來的，

阿嬤總是能夠將心比心地對待他人，甚至遇到沒付錢或忘記帶錢的，總是微笑

帶過，心想做白工也沒關係，沒人餓肚子最重要。阿嬤就是秉持著這種溫暖的

心，將愛透過便當散播出去。 

      (四)阿嬤「心內話」 

    阿嬤說自己沒有什麼其他特別的心願，因為走路不方便，目前自己就是度

日子而已。她只希望堅持賣著便宜的便當，讓大家都可以吃得飽，不要像她以

前過著艱辛困頓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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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說：「電台都說我是做公德心的，賣 35元便當會倒賠，其實就是每件

事情都盡量自己來，自己累一點，就可以節省很多本錢，賺比較少而已啦！以

前年輕很缺錢很拚命，也真的有賺了不少錢，不過現在不缺錢也不太花錢，現

在就賺一些就好了，以後他(指叔叔)想漲價再漲也是可以，我現在就是腳也不

太能走，耳朵也重聽，所以就幫忙裹裹粉這樣。你們(指我們兩個小孩)要好好

讀書聽話，不要挑食啊！現在能吃得飽很幸福，不要太挑嘴。」 

三、 探究外孫掌廚賣便當的心路歷程 

(一) 傳承便當店的過程 

    十多年前黃叔叔剛當兵退伍回來，一

度對於未來很茫然。父母是在市區開快炒

店的，外婆是賣便當的，從小在餐飲環境

下成長的黃叔叔對餐飲很有興趣，只要是

做吃的他都願意去試試看，新營市區的快

炒店競爭激烈，因此父母希望他可以跟有

經驗的外婆學習如何經營便當店。 

    黃叔叔回憶過往，他說原來便當店與

想像中的不同，它的前置作業又多又長，

不像快炒店，客人點菜後馬上現炒給客人

就好，這才知道外婆三十多年來撐起一家

便當店的不容易。沒想到這一做就是十多

年過去了，從一開始是外婆的助手，到五

年前外婆膝蓋開刀後行走不便，便由黃叔

叔掌廚，只不過目前老闆還是阿嬤，黃叔

叔是領阿嬤薪水的，阿嬤堅持不漲價，就

是要賣 35元便當讓大家簡單吃飽，黃叔叔

也認同阿嬤的理念，現在也做得有聲有色，訪問當天來購買的鄉親對黃叔叔

都讚譽有加，對他很肯定。 

(二)賣便當十四年的甘苦談 

1.困境部分 

(1)祖孫磨合期 

    因為每一個人的觀念不同，初期阿嬤會想要黃叔叔照她的步驟做，可是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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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覺得阿嬤的分工太細了，很浪費時間。例如：阿嬤總是細心地把油豆腐分

大、小塊再下去分開滷，才會平均上色，黃叔叔則是覺得效率最重要，量多給

一點就好了；還有黃叔叔會希望便當裡面的料，不但吃起來要味道好，看起來

顏色也要好看，所以醬油會放比較多，阿嬤就會覺得他醬料下手太重！像類似

這種的磨合期也是初期祖孫遭遇的困境。然而，黃叔叔笑著說：「我還是選擇用

自己覺得比較快的方式去做，阿嬤就會一直念。」但阿嬤後來發現做出來結果

是差不多的，就不再干涉。 

 (2)鄉親對新口味的適應期 

    黃叔叔表示老店接班人最怕味道不準了，客人吃久了會習慣原來的味道，

換一個人來煮，味道一定會有差異。一開始會有客人說味道變了，也有人說阿

嬤煮的比較好吃，現在變不好吃了。所以黃叔叔在味道上的拿捏花了一番功夫，

漸漸地才受到鄉親的接受與肯定。 

 (3)坦然面對網軍質疑 

    黃叔叔表示，食安風暴時期有聽聞在網路上曾被質疑 35 元便當是用死豬肉

來壓低成本；今年也有傳聞說一定是用萊豬。面對這些空穴來風的攻擊，叔叔

一笑置之，一概不予理會，坦然面對

不實的謠言。 

    採訪過程剛好遇到一位常客婆

婆來買便當，她表示她也曾經懷疑

過，因此在多年前曾私下送阿嬤賣的

便當中的肉片去檢驗，結果完全合

格！從此之後她便非常信任阿嬤賣

的便當是便宜又安全。這位婆婆一買

就快三十年，從少婦吃到變阿嬤！ 

2.優勢部分 

(1)活招牌阿嬤 

    雖然阿嬤現在已經退休不掌廚，但阿嬤每天在外面坐著，就是一個人氣的存

在。不少人是衝著阿嬤的名氣來買便當，更多是從年輕買到現在的常客，親切的阿

嬤跟他們早已建立良好的感情，每天都有人來找她聊天，也有送水果來給阿嬤的，

可見阿嬤的人氣及對這家老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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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耳濡目染，成長於餐飲家庭 

    出身於餐飲世家，外婆賣便當、父母開快炒店，黃叔叔從小就需要幫忙撿菜、

洗菜，對煮菜也相當有興趣，因為他對味道很敏銳，常常吃過的食物試著試著就可

以做出八九不離十的味道，退伍後也在快炒店學習了一年，因此來接掌外婆便當店

的主廚，很快就上手了。 

(3)創新改變，提升效率 

         改變 

項目       
阿嬤時期 黃叔叔時期 

食材的購買 親自採買 由菜販、肉販固定時間內送來 

主菜的變化 沒有固定 每日固定 

營業時間 
時間拉很長，中午常常沒休息 販售時間提早到 9：00，賣完

一定要午休 

 (三) 黃叔叔「心內話」 

    黃叔叔表示如果人生可以從來，他不會選擇

過來接手賣便當！每每回首，總覺得自己可以有

更好的發揮。但目前就是一步一腳印，腳踏實地

地去做，錢夠用就好，至於漲不漲價就看緣分了。 

 

陸、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阿嬤的便當店前身是一家小餐廳，專供南榮學生來搭三餐，經過兩次轉

型後固定在自家賣便當。阿嬤小時候從事的是很辛苦的工地工作，所以覺得

經營便當店的一點都不辛苦，總是全力以赴地工作，每件事情都盡量親手處

理，所以可以省下不少成本，再加上料好實在，所以生意相當好。一直到幾

年前才因身體機能退化，才逐步把便當店的主廚工作傳承給外孫黃叔叔。阿

嬤說，自己年輕時因為大家不嫌棄，讓便當店生意興榮，她因此得以孝順父

母、公婆，也有能力栽培四個兒女，並累積了一些財富。現在自己老了，生

活無虞，所以就算沒賺錢也想一直賣下去，希望可以透過 35元的便宜便當散

播溫暖，幫助更多需要協助的人，做到自己不能做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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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年輕的黃叔叔扛起了阿嬤的老招牌，傳承了阿嬤的意念，每天都到店

裡幫老闆(阿嬤)包好一個個便當，再將熱騰騰的便當交給每位需要的鄉親。

傳承的過程中，黃叔叔克服了磨合期與網路不實的謠言，如今已能獨當一面，

他除了與攤商合作送貨到便當店，還固定菜單與販售時間以提升效率，讓老

店保存了熟悉的味道也能擁有新氣象。 

 

二、 研究建議 

    想建議學校在寒暑假期

間所發放的照顧弱勢同學的

便當券，可以考慮跟阿嬤便

當店合作，因為每個學生每

餐有 50元的額度，阿嬤便當

一個才 35元，這樣可以增加

菜色，也讓阿嬤將助人的心

願發揮在有需要的學生身

上，這也是阿嬤開便當店的

初衷──照顧莘莘學子。 

 

柒、研究感想 

    我覺得阿嬤是一個了不起的榜樣，年輕時努力打拚，是為了想讓一家老

小過好日子，而犧牲自己的青春與健康換來全家的溫飽；而且阿嬤也是一位

很聰明又善於觀察的人，四十多年前在南榮工專當合作社阿姨時，就觀察到

當時的學生飲食不正常的問題，進而找到開創事業的機會。老年時也能知足、

勞動，因為自己過去飽嘗艱辛，更能有一顆憐憫的心，想要幫助需要幫助的

人，因此持續賣著 35元暖心便當，讓需要的鄉親都能用便宜的銅板價換得溫

飽。第一次去訪談時，當天天氣很熱，但黃叔叔卻要在窄小的廚房裡熱炒蔬

菜、油炸豬排、煮免費的湯，因為怕菜冷掉，所以連電風扇也不敢吹，那樣

高溫的環境我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這時我們才知道原來祖孫倆是這麼辛苦

才撐起這家店，即使薄利也要堅持下去。 
    看著阿嬤笑臉盈盈地招呼來店的每位鄉親，我覺得她就像一位天使婆

婆。沒經歷過阿嬤過的苦日子，我們很難感同身受她的辛苦。一般人努力讀



 22 

書，努力工作，就是為了將來可以讓自己及家人過上好日子，希望未來能住

大房子、吃大餐、出國旅遊；但是阿嬤除了想讓家人可以過上好日子外，即

使自己經濟無虞，卻沒有想過要自己過著富裕的生活，她依舊住著矮房子，

穿著幾十年前的衣服，也從沒想過要在老年繼續累積財富，反而怕有辛苦人

會吃不飽、餓肚子，因此堅持賣著 35元暖心便當，這真的是難能可貴的做法，

是社會中的一股清流。她給予子孫樹立了好的模範，外孫黃叔叔也傳承了阿

嬤的理念，祖孫倆真的都很不簡單。 

 

 

 

 

 

 

 

 

 

 

 

 

 

 

                                

捌、附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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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研究】實地查訪心得  姓名：____________ 

    本週希望你找時間到阿嬤便當店，由你”親自”買一個$35 的便當品嘗，並回答

記錄以下問題。 

購買時間：   月   日，   午    點    分 

賣便當給你的是?_____________       你有看到阿嬤嗎?_____________ 

營業時間：週一~週六 9:00~12:00 午餐賣完即止 

          週一~週五 16:00~18:00 晚餐賣完即止 

1.請描述出你初次看到阿嬤便當店的感受，如：房子的外觀，碰見的人事物都可以

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買便當時你有什麼感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你的便當的菜色有哪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吃完便當你的感受是？請以 35 元的價格來衡量，不要用 65 元排骨便當的高標準

來比較，阿嬤的便當是希望幫助給辛苦生活的艱苦人可以便宜吃飽，其實她的客源

並不是我們些幸福又挑嘴的人，35 元在鹽水可能只能買到沒什麼料的麵甚至買不

到一碗麵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你想給阿嬤便當店什麼建議？寫兩個實在的建議，不要寫增加人手、增加營業時

間、增加菜色這種提高成本毫無幫助的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二 

已知的資訊     

    透過觀看阿嬤的相關報導，請你自己列出題目，自問自答，把已經從影片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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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題目與答案寫下來。 

Q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訪問阿嬤問答記錄 

一、 阿嬤的基本介紹 

1. 阿嬤您叫什麼名字？ 

阿琴阿。名字周 O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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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嬤您今年幾歲了？ 

阿嬤老了，86 了 

3. 您有幾個小孩？他們現在都住在哪裡呢？ 

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兩個在新營，一個在台中，他們的孩子都大學畢業了，

有的還在讀碩士。 

4. 這間房子是您自己的家嗎？您住在這裡多久了？ 

是阿，以前跟我先生很辛苦的存錢買這塊地蓋房子，以前很窮，現在孩子們都

住樓房了。 

5. 您的家人對於您賣便當有什麼看法呢？ 

年紀大了之後,因為膝蓋退化沒力去開刀，所以家人叫我不要做了，先是媳婦接

著做，現在是給外孫做。 

6. 家裡的人曾經有希望您早點退休，不要再賣便當了嗎？ 

有啦，就一直拖一直拖到五年前膝蓋去開刀，才整個給孫子去煮。年輕做習慣

了，放不下才會一直硬拖。 

7. 孩子會拿錢孝敬您嗎？ 

有阿，我的孩子很乖，我的花費很省，花不了什麼錢，錢很夠用了。 

 

二、賣便當的原因 

1. 阿嬤您賣吃的賣多久了？ 

我賣四十幾年了。 

2. 請阿嬤說說你從過去專賣給南榮學生到後來改賣便當的過程。 

以前南榮的學生都會來我這裡吃三餐，用包月的方式看一個月要收多少錢，因

為有規定同桌的人跟時間，所以如果有其中有人晚到，早到的人就要等晚到的

人來才可以吃飯，再加上有人會聊天、吃很慢，延誤到翻桌的次數和時間，所

以第三批的人會來不及吃飯，因為下午還要上課；也有學生一直來吃飯，但是

最後就沒來付錢。後來就改幫學生做好白鐵餐盒，每餐幫忙送到南榮去，送過

去南榮門口，學生自己會出來認領自己的名字的餐盒，但是後來又常常發生有

學生沒訂餐盒卻冒充他人拿走同學的餐盒的事，所以後來乾脆改賣便當，需要

的人才來買。 

3. 阿嬤你是從民國幾年開始在家裡開餐廳給南榮學生包月？ 

大概民國六十幾年在南榮工專福利社工作，幫忙賣東西，發現學生吃飯不太方

便，有餐廳但是只有午餐，有的吃得很隨便，就想說來揪一些學生包月包三餐，

一個月收$1200，當時的錢很大，很好用，但是生意還非常的好，常常都有學生

約不到名額。 

4. 後來改成送飯盒到南榮收多少錢？也是包三餐嗎？ 

因為中午翻桌太慢，常常有學生來不及上下午的課，所以中午改成送飯盒去南

榮，早餐跟晚餐一樣來我這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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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嬤小時候做粗工很辛苦，後來又做過哪些工作？ 

以前真的很窮，先生家更窮，一直在做臨時工，做了很多很多粗工，所以後來

很能吃苦。 

6.阿嬤是從民國幾年開始轉賣 25元便當？ 

三十幾年前就改成賣便當了，一開始賣 25元，當時的物價都很便宜，一顆蛋 2.5

元，白帶魚一斤十幾元，所以那時候很好賺。婆家很窮，每個月都拿不少錢給

公婆，但是公公太會花，錢給再多都花光也沒存下來，給越多花得越兇。 

7.一開始賣便當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沒有，因為已經做習慣了，以前我從小就做苦工，早上三、四點就起床，中午

也沒時間吃飯睡覺，所以賣便當很輕鬆，我很珍惜也很認真努力。 

 

三、 賣便當的歲月 

1. 一開始賣便當的時候家裡有人幫忙你嗎？是誰在幫你？ 

一開始是我一個人在做而已，我兒子當時讀高中，下課後會來幫忙，我先生也

有來做，女兒後來嫁了有時候也會過來幫忙，媳婦也有，最後是孫子來做。 

2. 賣便當的日子裡，您每天都幾點起床開始工作？ 

那時我每天也都是三、四點就起床開始工作了，一直做到中午都沒時間休息，

以前有時候學生來買光光，我自己都沒午餐吃，就要繼續準備下午要賣的便當

了，不然會來不及賣，一直做到八、九點才有得休息，那時年輕也就這樣度過

來了。 

3. 阿嬤以前賣便當，每天大概要做哪些工作呢？ 

以前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做，三十幾年前很少人在賣飯包，所以賣的量很大，一

天賣 400 個，為了省成本什麼都要自己來，所以還是三四點就起床去市場買菜

回來，洗菜切菜，趕快下去煮好包好，很趕。中午賣完要再趕快準備下午的飯

包。 

4. 原本的營業時間就是只休息週六下午跟週日整天嗎？ 

一直都是，現在也是，過年會休息幾天 

5. 阿嬤您覺得賣便當最辛苦或最困難的是什麼？ 

都沒有，因為以前真的好窮，有工作有錢賺都捨不得休息。我以前是做粗工的，

所以跟賣便當比起來，賣便當一點也不辛苦。 

6. 您有遇過什麼挫折，讓您想要放棄賣便當嗎？ 

從來都沒有，以前很窮去做苦工很辛苦。 

7. 有遇過沒錢付便當費或是賒帳的客人嗎？您都怎麼處理？ 

有遇過幾次，有的便當拿了就先吃，吃完說沒有帶錢；也有看起來很可憐每天

都過來要便當吃了一陣子的，後來就沒來了。 

(阿嬤的女兒)以前有遇過學生每天來拿便當，說媽媽月底就會來結算，結果到月

底也不見人影來付錢，我媽當時是想說，學生外出讀書生活比較不容易，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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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可以吃飽比較重要，錢的事就不要計較了。 

8. 您喜歡賣便當嗎？賣便當有快樂的時候嗎？ 

很好啊，因為以前的粗工很辛苦，賣便當都不感覺累，又有錢可以賺。 

9.阿嬤有跟誰學過煮菜呢？都沒學過怎麼會煮那麼多主菜? 

都沒跟人家學過，以前在福利社工作的時候，學校提供的午餐就是餐廳的午餐，

就有很多菜色，吃過之後就回家自己試著做，久了就做出差不多的味道了，以

前的學生比較不挑嘴，隨便煮他們也都說好吃。 

10.客人 9點就來買便當是阿嬤時代就這樣子了嗎?是因為鹽水鄉親有需求才這麼

早賣便當嗎? 

我以前賣便當都差不多十點多才開始賣，後來我媳婦來幫忙大概九點來幫忙

做，一包邊就一邊有客人要來買便當了，後來 O 源就把時間提早了。 

 

四、 做便當的訣竅 

1. 阿嬤您覺得哪幾道菜做得最好吃？就是您的拿手菜。 

大家都說我賣的便當又便宜又好吃，沒有特別說什麼最好吃。但是從來沒有聽

過有人說不好吃的啦。 

2. 客人有跟您說過喜歡你的什麼菜色嗎？ 

炸豬排，還有獅子頭，還有人想要直接就訂我做的獅子頭，我跟她說不行，我

做便當都快來不及了，沒時間再做獅子頭賣她。 

3. 哪些菜適合拿來做便當？ 

以前我出去有看到什麼菜便宜就買回來，沒有固定的，有時菜販賣不完的菜也

會很便宜賣。 

4. 做便當的流程？ 

切肉、醃肉、裹粉的工作在前一天先做好，早上來就可以下鍋炸了；當天送來

的菜，先洗菜、切菜，整理好再拿去煮，瀝乾湯汁，就可以邊包邊賣。 

5. 做便當要注意那些細節呢？(請阿嬤舉幾個例子。) 

像是空心菜煮好之後放久了就會黑掉，所以要最後一個煮；菜炒好要把湯汁瀝

乾，飯才不會爛爛的。 

6. 同一天便當午餐跟晚餐的菜色有一樣嗎？ 

當天主菜不會一樣，像是星期三的主菜是醃雞，禮拜二的晚餐就也會是醃雞。 

7. 便當賣不完怎麼辦？ 

很少，因為會斟酌每天要煮的飯菜量，如果飯太少就加煮，所以很少會有剩下

的時候，萬一白飯有剩，就會變成明天中午限量的蛋炒飯，菜就只能自己吃或

是丟掉了，但是很少會有剩下啦。 

8. 便當菜色怎麼決定的呢？ 

以前想煮什麼就煮什麼，現在 O 源在做就有比較固定的主菜。像是禮拜三是醃

雞、禮拜一是獅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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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天有固定賣多少個便當嗎？ 

不一定，大概賣兩三百個，以前跟先生做也是差不多這個數量，現在賣便當的

店很多，比較不好賣了，很久以前剛開始賣的時候還很少人在賣便當，一天可

以賣 400 個以上。 

10. 阿嬤您有吃過別人賣的便當嗎？還是都只吃自己煮的？ 

都沒有，我都只有吃過自己店裡煮的，都不知道外面有在賣什麼。 

 

五、 堅持賣便宜便當 

1. 便當一開始賣 25 元，後來才改 35 元是嗎？ 

三十幾年前便當一開始一個賣二十五元，後來賣三十元，沒多久我媳婦來幫忙

就又漲到三十五元，已經十六年沒再漲價過了。 

2. 店面沒有招牌，大家怎麼知道這裡有賣便當？ 

是大家相報的，就越來越多人知道這裡有在賣很便宜又好吃的便當，來買過就

會一直來。 

3. 現在東西都漲價了，您的便當十幾年來都賣 35 元，是怎麼辦到的？ 

電台說我是做功德心的，阿嬤有賺啦，賺一點點就好，阿要省就那個什麼事情

都自己做，成本就可以省很多，肉片我以前都自己動手切，自己醃，菜也自己

去挑便宜的買，回來再自己挑菜切菜，但是就是會花很多時間，會很趕。現在

是 O 源在做，看他吼~如果他覺得賣三十五元不划算了再漲價。 

4. 來買便當的人也不一定就是需要幫助的人，是什麼原因支持您繼續提供這麼便

宜的便當呢？ 

對阿，但是我也是想說便宜的賣賺一點點就好，以前阿嬤的日子真的很窮很辛

苦，知道吃不飽很難過，現在讓大家都可以吃飽就好，我很省，錢也花不多，

不用賺太多，大家都吃得飽，喜歡我的便當就好。 

 

六、 與退休阿嬤聊天 

1. 阿嬤您現在有什麼心願嗎？ 

也沒有什麼心願，想說年紀也這麼大了，耳朵越來越聽不清楚，腳又痠痛沒力，

也不想再去開刀了，就是日子度著度著而已。 

2. 阿嬤您把便當店交給孫子，您對叔叔有什麼話要說嗎？ 

沒有啦！年輕人有自己的想法啦！他現在也做得很好，手腳很快，我現在只能

幫他做醃肉裹粉的工作，店都放給他了就不要管太多了，以前講太多都嫌我雜

念……. 

3. 有什麼話要跟現在的年輕人或小孩子說的？ 

要聽老師的話，好好讀書、認真工作不要偷懶，像我比你還小七八歲的時候就

跟爸爸媽媽出去工作像是搬磚頭、木板，都沒有讀書，家裡又很窮都吃不飽，

要孝順父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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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嬤您退休後還有什麼想做的事情嗎？ 

阿嬤老了，86 歲了，希望子孫都可以過得好，我自己就度日子就好。 

 

 

 

 

 

 

 

 

 

 

 

 

 

 

 

 

 

 

 

 

 

 

 

 
附件四：訪問外孫黃 O 源叔叔問答記錄 

一、 外孫的基本介紹 

1. 叔叔請問您今年幾歲？ 

三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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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叔叔您結婚了嗎？ 

已經結婚了，孩子也快出生了，大概在七、八月。 

3. 您跟阿嬤現在都怎麼分工？ 

阿嬤已經退休當老闆了，現在都是我在做，但是阿嬤還是會做一些前置作業，

像是幫隔天的雞排或豬排裹粉。 

4. 您過來幫忙阿嬤多久了呢？ 

退伍沒多久就過來，差不多有十四年了。 

5. 小孩子跟少年人大都愛玩，為什麼您會願意來幫忙阿嬤賣便當？ 

阿就不會讀書啊。 

6. 黃 O源叔叔你是跟誰學習做菜？為什麼最後選擇不接家裡經營的快炒店，反而

來阿嬤的便當店呢？ 

可能是因為從小就看外婆每天都在賣吃的，自己爸媽還是在開餐廳，多多少少

吃著吃著就會懂了。十幾年前本來退伍後先回父母的快炒店工作一段時間後，

因為競爭較多，所以生意普通，就想說既然阿嬤的便當店生意還不錯，而且阿

嬤年紀也大了，父母希望我可以過來多學一點，所以我是領阿嬤的薪水的，老

闆是她。 

7. 來幫忙賣便當這段日子裡，曾經跟阿嬤有什麼代溝嗎? 

有阿，因為每一個人的做法跟想法不一樣。她會想要我照她的步驟做，可是我

覺得她的分工太細了，很浪費時間，我的步驟比較快，所以我就選擇用我的方

式去做，阿嬤就會一直念，現在已經不會念了，因為做出來結果是差不多的阿。

像我會希望飯當裡面的料不但吃起來要味道好，看起來顏色也要好看，所以醬

油會放比較多，阿嬤就會覺得我醬料下手太重，但我覺得這樣才好吃阿！會有

類似這種的磨合期。 

8. 你每天都幾點開始工作？ 

我大概七點半至七點四十分會過來，菜販都會先把菜拿過來，我媽會先過來洗

菜切菜，我再過來接著煮。 

9. 一開始幫忙做便當有碰到什麼困難嗎？ 

怕味道不準阿，尤其是老店，客人吃久了會習慣原來的味道，換一個人來煮，

味道畢竟會不一樣，他們就會說味道變了，會說阿嬤煮的比較好吃，我煮得不

好吃。還有就是鹽水的客人都九點就來準備要買便當了，不知道到底是吃午餐

還是早餐(笑)，所以早上都很趕，動作要很快。 

10. 現在每道菜都是您掌廚的，那麼哪一道菜曾經讓您學習最久呢？ 

(哈哈)沒有內，因為以前我有在餐廳工作過，我不是生手學很快。 

11. 您有沒有想過要放棄賣便當呢？為什麼後來還是繼續做呢？ 

想，非常想喔，看什麼時候能中大獎！哈哈….(柏源的媽媽：因為要賺錢啊，沒

有工作不行啊)。柏源：做久了就習慣了就好了！ 

12. 買菜是誰去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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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菜販講好後，就是固定菜販直接把菜送過來。 

13. 你的拿手菜是什麼？ 

(想好久)我自己覺得是滷蛋！但客人感覺最喜歡獅子頭。 

13.十幾年來有遇過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有阿，食安風暴聽說在網路上被質疑 35 元便當是用死豬肉壓低成本；今年又傳

說是用萊豬，網友很有想像力(笑) 

14.您對於未來有什麼規劃呢？ 

目前沒有，就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做。 

15.這些年來您最大的收穫是什麼呢？ 

(笑)：沒有(哈哈)我本來就很會煮了阿。旁邊的黃媽媽代答：認識很多各行各業

的叔叔阿姨。 

16.如果讓你重新選擇，你還會選擇來幫阿嬤賣便當嗎？ 

(斬釘截鐵回答)不會！因為每個人在做了一個工作之後一定會想說以前我如果

可以做別的話會怎樣，可能會更好，會有很多夢想啦。 

17.您有沒有什麼話要跟外婆講？ 

沒有，因為每天見面沒什麼話好講(笑…)。 

後來補充：其實阿嬤每天在外面坐著，她就是一個人氣，很多人都是衝著阿嬤

來買便當的，每天都有人來找她聊天，也有送水果來給阿嬤的，所以阿嬤對這

家老店真的很重要。 

 

 

 

 

 

 

 

 

 

 

 

 

 

 

 

 

附件五：訪問常客問答記錄 

常客 1：王叔叔 

1. 你吃阿嬤便當幾年了呢？ 

吃三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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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不會吃膩了呢？ 

不會，每天的菜色都會有變化，而且我沒有天天都來買，所以還沒有吃膩。 

3. 你怎麼知道這裡有在賣便當呢？ 

經過這裡看到有人提便當出來，就跟著過來看看。 

4. 你最喜歡哪一項主菜的便當呢？ 

我最喜歡吃炸豬排 

5. 你去買阿嬤便當指是因為便宜嗎？ 

一開始是因為便宜，但是後來覺得很好吃，阿嬤的服務態度很好。 

6. 你一週會去買幾次呢？ 

不一定，大部分一兩次吧。 

7. 如果便當賣 40 元你還會來買嗎？ 

會阿，它很值這個價錢。 

 

 

常客 2：蔡伯伯 

1. 你吃阿嬤便當幾年了呢？ 

吃十幾年有了喔！ 

2. 會不會吃膩了呢？ 

不會耶！因為我不太挑嘴 

3. 你怎麼知道這裡有在賣便當呢？ 

有人推薦我才知道的。 

4. 你最喜歡哪一項主菜的便當呢？ 

喜歡炸雞排阿 

5. 你去買阿嬤便當指是因為便宜嗎？ 

對阿，它不但便宜而且菜很家常我很喜歡，飯量也很足夠很剛剛好，而且很方

便，不用等待都包好了。 

6. 你一週會去買幾次呢？ 

不一定，有時一週五天，有時一週一兩次 

7. 如果便當賣 40 元你還會來買嗎？ 

   它的飯很家常很好吃，而且我看到他們使用的肉阿菜阿，品質都還不錯，所以 

   賣 40 也是很便宜的。 

 

 

附件六 

拜訪阿嬤便當店心得 

    上週老師帶你們去阿嬤家拜訪，我們看到了在外頭洗菜、切菜的阿姨，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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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廚房高溫的環境下揮汗仍然忙個不停的黃叔叔，在外頭招呼客人的阿嬤，以及九

點過後開始不斷出現購買便當的客人，老師希望你可以把你看到的，以及你的感受

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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