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談紀錄表 

訪談事由/原因：USR計畫-老屋履歷 QRC碼建置。 

訪談主題：深耕在地與在地互動系列活動 1：與耆老話當年。 

訪談者：蕭百芳老師 

文字紀錄者：賴郁涵助理 

影像紀錄者：王茗禾助理、林志威助理、蔡子璉 TA。 

訪談日期： 107年 05月 02日  訪談時間：下午 02點 40分至 03點 20分 

訪談地點： 辛記藝品店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神農街 53號 

受

訪

者 

姓名： 辛銘發 聯絡電話： 

手機：0955 107 287 

 

年齡： 60歲 

性別: 男性 

現職： 辛記藝品店老闆 

E-mail：rs94812z@yahoo.com.tw   

臉

書 

公司：

https://www.facebook.com/%E8%BE%9B%E8%A8%98%E8%97%9D%E5%93%81%E7%B2%89%E7%B5%B2%E5%9C%98-

341982469320488/ 

個人： 

ig 
公司： 

個人： 

重要事 

項備註 

53號是辛記藝品的店面，隔壁 55號是其往昔住家。 

訪談情形紀

要： 
辛銘發老闆憶起神農街軼事 

    在神農街內的尋寶之地-辛記藝品店，老闆辛銘發自阿公時代就來到神農街，至今已超

過一百年了。 

 辛記藝品店前身為租屋，當時一戶樓能住到 3-4戶人家，中間有共用井、洗澡間。住

在裡面的各行各業皆有。約 10年前變成一間倉庫，裡面有在做醮，還曾經在此辦過展覽。

之後由辛老闆接收，因礙於內部損壞嚴重，重新整修，變成今日的「辛記藝品店」。 

 在辛老闆的記憶裡，依舊保留著神農街是『台南第一條街』的繁榮景象。憶起兒時，

最有印象的仍是家後面的「港道」，小朋友都會聚集在那裡跳耀及看魚。金華府是神農街人

民的中心信仰，凡是要出海或作醮，一定要去擲筊，有聖筊才可以執行任務。位於辛記藝品

店隔壁的雜貨店(現已遷移到水仙宮市場附近)是辛老闆的姑姑所開的。在當時來說，如果說

要賣貨或買貨，這裡絕對是不可或缺的地方，可見當時在此地的繁榮樣貌。 

 

 

https://www.facebook.com/%E8%BE%9B%E8%A8%98%E8%97%9D%E5%93%81%E7%B2%89%E7%B5%B2%E5%9C%98-341982469320488/
https://www.facebook.com/%E8%BE%9B%E8%A8%98%E8%97%9D%E5%93%81%E7%B2%89%E7%B5%B2%E5%9C%98-341982469320488/


訪談逐字稿： 

Q：你們很早以前就來到神農街了嗎? 

A：從阿公那個時候就來了。 

Q: 所以差不多是民國幾年呢 ? 

A：差不多民國初的時候。 

Q：這樣蠻久了，至今一百多年了。 

A：我今年已經六十歲了。 

Q：所以您小時候有看到後面有「溝」嗎 ? 

A：有呀 ! 

Q：聽說以前你們都會在那裡跳來跳去的? 

A：對呀 ! 而且裡面還有魚。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差不多二、三十年前就消失了。 

Q：那裏面有什麼魚呀? 

A：有虱目魚跟孔雀魚。 

Q：所以你們都會在那裡抓魚嗎 ? 

A：也沒有啦! 都是在那裡看魚兒游。 

Q：像你小時候來時，五條港那裡就沒有在划龍舟了嗎 ? 

A：很早以前就沒有了。在很久之前有個合作大樓前面還可以坐船去安平。 

Q：問個題外話，您表弟(百芳老師 EMBA的學生)班上有一個同學提到他反對中國城被拆掉， 

因為那裡有很多小時候的回憶，您的想法是什麼 ? 

A：我覺得既然建了就不要拆除，為什麼要拆除呢 ?可以重新做個規劃。 

Q: 所以我現在想把老街的文化找回來，讓更多人知道，不然真的很可惜。 

我聽鄭老師說，您這間房子的架構是全部裡面最特別的。 

A：還好啦 ! 

Q：所以你們剛來時，這裡是開雜貨店嗎 ? 

A：雜貨店是隔壁，這一間印象中是租人的。我剛來時，樓上有住三戶，前面一戶、 

中間一戶、後面一戶。 

Q：樓上就住了三戶，這樣每一戶不是都很小嗎 ? 

A：還好啦，你回想五十年前，一個地方(老闆指著附近的範圍)就住一戶人家了。 

我在國小的時候，住在菜市場裡面，差不多手臂打開大的範圍，裡面就住了七戶人家，

中間有公共澡堂、公共廁所跟廚房。 

Q：那現在那棟房子還在嗎 ? 

A：現在已經拆除了。 

Q：所以我們所在的這棟房子裡後面有井嗎 ? 

A：這間有做過變化，如果以古早標準而言，隔壁的老屋比較標準， 

前面是廳，中間是井，後面可以住一戶人家，最後面是廚房，廚房上面還有陽台。 

Q：所以你們後面一樣有通巷子嗎 ? 跟隔壁一樣有相通嗎 ? 

A：是的。 

Q：所以原本這裡是倉庫，後來才變成「辛記藝品店」嗎 ? 

A：是的。大約在十年前，這裡有在作醮，那個時候有做過展覽。 



Q：這裡有做過展覽唷 !? 

A：當時正流行時，有很多人都會來這裡參觀，後面還有做一個古早的模型。 

Q: 那現在還有留著嗎 ? 

A：已經全部拆掉了。當時他們承租給展覽用後，兩年後我又把這間房子頂拿來做整理， 

   當時整個地板整個都粉粉的，古早的電燈全都壞掉。 

    兩年沒走動的房子真的損壞的很快。 

Q: 我有在想說這裡的房子很特別，後面又是以前的港道，我想要復甦這邊的文化， 

您有什麼建議嗎 ?像一些有人住及營業的房子就不適合參觀， 

像有些空屋的部分適合做參觀嗎? 

A：現在好像都有人居住了 

Q: 我有聽鄭老師說，有些老屋已經都翻修過了，但是沒有人居住。 

A：如果要開放參觀，我們的隔壁兩間(許藏春故居)，有古井那間很適合。 

    他那裡還是有保存很多原始的老屋樣貌。 

Q: 像你們這邊每間房子中間都有一個井，聽說對面的房子有五個井。 

A：對面的房子呀 ! 他現在是重建的，在以前那邊的房子非常的長，房子的中間有井、 

有很多老房子的形體。以前我們在玩耍時也很常跑到那裡。 

Q: 像您小時候來時，你們家對面跟隔壁都在做什麼的 ? 

A：有剃頭店、雜貨店跟中盤的童玩店，還有烏魚子店及刻佛像店作醮的。 

Q: 聽說作醮的晚上都會喝酒呀 ? 

A：是呀! 其實那裡晚上都會很亂。那條街出入很複雜。 

Q: 我有看資料上說，妳們這裡有在做染布的。 

A：現在應該是沒有了，在我所知，這條路上有布行、加工的及刻佛像的。 

Q: 加工的都是在做什麼的 ? 

A：有學生服的、布行簡單加工的這樣。 

Q: 像你們家一開始都是租人的，隔壁都沒有做生意嗎 ? 

A：那邊是雜貨店，現在移到菜市場那邊了。隔壁是我阿嬤的大女兒所開的。 

Q: 所以以前隔壁的雜貨店算是什麼都賣就對了 ?都是附近的人在買的嗎 ? 

A：以前那間雜貨店，算是台南市有排名的雜貨店。像以前要拍賣東西或 

買東西都要到三萬街去。 

Q: 老闆，您說以前這裡住了很多人， 您記得有哪些人在做什麼嗎 ? 

A：我記得住在樓上最前面的是在巷口賣果汁的、中間的是用推車在賣番薯碰的、 

樓下最前面有租過改衣服的。 

Q: 反正應有盡有就是了。 

A：以前這條街很熱鬧的，什麼行業都有。以前神農街被稱為「台南第一條街」。 

Q: 今天跟您訪談完以後，我回去再去畫一張圖，在跟老闆討論一下正確的位置。 

   之後把它變成故事比較好玩。這樣遊客來才知道怎麼樣去認識神農街這個地方。 

A：其實這條街有很多的故事。就像金華府，就以前來說，出海跟作醮前， 

一定要來這裡擲筊，有聖筊才可以做喔! 還有一尊王爺被人家偷請去南鯤鯓， 

之後被找到，幾乎整條街的人去把祂請回來。故事真的很多很多。 

Q: 那之後我們就來跟您討教討教。我們有預計把故事出書、影片、 



   設計 QRC來讓大家認識這裡。 

A：把這裡的文化推展出去。就像水仙宮廟起大火，一到廟前整個火都熄滅了，很神奇。 

   故事很多很多….. 

Q: 5/23(三)我們會帶學生來了解這裡的房屋結構和了解您在經營怎麼樣的一家店。 

故事的部分還會再另外找您做採訪唷。 謝謝您今天帶給我們這麼精彩的內容。 

 

  



訪談照片精華紀錄： 

  

老闆講述過去神農街歷史 辛老闆講述老屋故事 

  

訪談過程照片 老師和辛老闆討論如何幫助街區 

  

助理及老師紀錄照 採訪後大合照 

 

  



訪談影片紀錄：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htyZRRzVXg&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htyZRRzVXg&t


訪談紀錄表 

訪談事由/原因：USR計畫-老屋履歷 QRC碼建置。 

訪談主題：深耕在地與在地互動系列活動 1：與耆老話當年。 

訪談者：蕭百芳老師 

文字紀錄者：賴郁涵助理  

影像紀錄者：王茗禾助理、林志威助理、蔡子璉 TA。 

訪談日期： 107年 05月 02日 訪談時間：下午 01點 50至 02點 30分 

訪談地點： 西佛國 地址: 台南市中西區神農街 67號 

受

訪

者 

姓名： 蔡天民 聯絡電話： 

手機： 年齡： 88歲 

性別： 男性 

現職： 西佛國第四代刻佛像老師傅 

E-mail：   

臉

書 

公司：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8%A5%BF%E4%BD%9B%E5%9C%8B/421409361288735 

個人： 

ig 
公司： 

個人： 

重要事 

項備註 

當日其子蔡友誠(第五代繼承人)一起參與訪談。 

訪談情形紀

要： 
西佛國談歷史 

位於神農街 76號， 一間已相傳五代的刻佛店。店家主人蔡天民老師傅為第四

代繼承人，祖籍泉州，自光復前來到台灣。來到台灣後，先到達台南中山路，而後

搬到民族路，最後來到神農街，而後開始了刻佛像的事業。 

西佛國剛來台時名為「佛西國」，後傳到蔡老師的祖父時代，祖父獨立出來做，

因此改名為「西佛國」。 

 因自小所接觸的環境都是佛像，久而久之，在耳濡目染下，繼承了家族事業。

而雕刻的風格依然承襲著泉州派的「自然、端莊、莊嚴而不會令人驚恐」及「坐有

坐相 站有站相」，不增添多於的裝飾。而蔡老師傅的作品光在台南就佔了六至七成

以上，連鄰近的金華府內的大尊神像也是師傅的作品。老師傅刻過最大尊的神像約

180CM，小至指偶的大小，會因客人的需求製作，而大尊神像所需花半年以上的時間

才能完成。 

 然而，於 2014年 11月 19日晚間八時，西佛國遭遇偷竊事件。許多百年以上

古董被偷走，後雖然小偷也被逮捕了，仍有幾件骨董已遭轉賣。因此店家在外加裝

了玻璃，但仍然不失外面老屋的面貌。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8%A5%BF%E4%BD%9B%E5%9C%8B/421409361288735


訪談逐字稿 

Q：你們的家族是什麼時候來到台灣? 

A：光復前就來到台灣了。 

Q : 那神農街附近有沒有被戰爭傷到呢 ? 

A：在我們正前方的房子整個被炸毀塌陷，之後就重建了。 

Q：我看歷史資料上，你們來到這裡就是在雕佛像，那你們是從大陸的什麼地方來的? 

A：我是從大陸泉州來的 

Q：所以來台灣時就有這間西佛國囉! 

A：我阿祖那個年代叫做佛西國。 

Q：所以現在就把前兩個字相反嗎? 

A：我阿公有六個兄弟，當時我阿祖不給我的阿公學，所以我阿公就自己做， 

      因此改名為「西佛國」。 

Q：我看歷史的資料上，你們的雕刻的風格跟一般的雕刻風格不太一樣， 

      是怎麼樣的不一樣呢? 

A：外面的雕刻起來動作及比較華麗，而我們以自然的方式做雕刻。 

Q：這樣你們很適合做藝術品耶! 你們有在做展覽嗎? 

A ：沒有啦，通常我們的佛像都是給廟宇使用的。 

Q：所以老闆您是從小來到神農街，還是在這裡出生的? 

A：我是在中山路出生，後來搬到民權路，最後才到神農街。 

Q：那這間房子前一個人住誰?您知道嗎 ? 

A：我不知道耶! 我來時就有這間房子了。 

Q: 所以您幾歲時來到神農街呢? 

A：差不多十歲的時候。 

Q：所以你們現在算是第幾代呢 ? 

A：我是第四代了。 

Q：您剛搬來這裡的時候，後面是不是有水? 

A：後面有「溝」，很大條、很寬的溝、大約五-六尺。 

Q：所以你們家族來時就是在刻佛像，從你阿公到爸爸到您，現在到兒子。 一直在做傳承。 

A：從小耳濡目染，慢慢看，看熟了就會了 

Q：你們剛來這裡的時候，是誰會跟你們拿佛像的 ? 

A：很多人，南北二路的人皆有。 

Q：聽說你們也會去『金華府』幫忙刻佛像? 

A：對呀@ 

Q：是哪一尊，我也想要看。 

A(兒子-蔡有誠)：裡面比較大尊的都是爸爸刻的。 

A : 在台南市差不多六至七成的佛像都是我刻的。 

Q：像您刻一尊佛像大約要刻多久 ?(指向旁邊的觀世音菩薩) 

A：這不是我刻的，在外面的刻佛像，看起來比較熱鬧華麗， 

  我們都稱之為「藝品」，而我們刻的就是「站有站相、有莊嚴」的佛像。 



Q: 那老闆您現在還有在繼續刻佛像嗎 ? 

A：有! (指向前面的大佛像)。 

Q : 我是聽鄭老師說只要佛店名叫什麼國的，都是比較藝術類的。 

A: 我們這個國是有一些歷史源由的，店名有「國」的通常以佛像居多。 

   福州派的雕刻店則會有一個「軒」字，像一些刺偶、刺花的都是由福州人帶進來的， 

他們在傳統的做法上也不同 

Q: 所以你們的佛像大概有多大 ? 是不是客人需求大小都可以 ?  

A: 是的。 

Q: 那最大大概幾公分 ?  

A: 大約10尺(180公分)。 

Q: 那最小的呢? 

A :就小小的(師傅比手勢)。 

Q: 像你們的佛像都有上色，你們都是用什麼顏料? 

A: 我們是用礦物質顏料。 

Q: 所以您刻一尊佛像大約要刻多久 ? 

A: 大尊的都要刻半年。 

Q: 像您從小就住在這裡，左鄰右舍是不是都是姓許? 

A:  對! 在清朝時期，這個地帶都是姓許的。大部分都是做碼頭的工人。 

    康樂街一帶，就是姓蔡的。西羅殿附近，都是姓郭的。這裡也是分成很多區域， 

   光是姓蔡的就分成六個區塊，分為錦埔、新港墘和大崙三大區。 

Q: 大崙大概是在什麼位置? 

A: 大約在藥王廟附近一帶。 

Q: 像你們現在二樓能住人嗎? 

A: 可以啊! 

Q: 那你們家修繕的還不錯喔! 

A: 這麼的房子已經都一、二百年之久了。 

Q: 從您們來時，家裡就有天井了，那個井現在還在嗎? 

A: 前房子和房子的中間都有一個井，如果我們家的井在左邊，隔壁的井就會在右邊。 

中間隔牆但相鄰而居。 

Q: 和現在廁所的設計剛好一樣。 師傅你們家後面是無尾巷嗎 ? 

A: 沒有，以前後面會通一條到大溝。 

Q: 我們預計把這附近的巷子整理好，把這裡的故事寫出來。然後跟遊客說後面是古早的 

港道，所以原本後面是雙頭的倉庫，但是後來您來住時就已經人住的地方嗎 ? 

A: 當時沒有人住，但有一條五到六吋的溝。現在剩下九尺左右而已。 

Q: 我有仔細去看，那個溝看起來蠻深的。 

A: 現在不會深，差不多一個人的高度。以前我們都會在那裡跳來跳去， 

一不小心就會跌進去。 

Q: 我有看到報紙上的報導說，三、四年前你們曾經被小偷偷走東西。最後東西有找到嗎 ? 

A: 有找到一部分。那是因為有證據才能抓得到小偷。 

Q: 所以因為這件事，你們外面把門都加裝起來嗎? 我記得以前來時，就只有把門拉起來而



已。 

A: 小偷30幾歲而已。 

Q: 還有抓到小偷呀 !? 

A: 有些東西他當日就賣掉了，有些還在，所以才能拿回一些。 

Q: 我記得四、五年前帶學生來找你時，您這裡有在開咖啡廳是不是 ? 

A(兒-蔡友誠): 對面有位教授想說過年期間要熱鬧一下，所以來擺個咖啡廳。當時這裡變成

了開放空間，就會有心人士盯上，所以東西就被偷了。 

Q:今天最主要是想來了解神農街上的故事，想把這裡的文化帶起來讓更多人了解，很謝謝今

天師傅的分享，也很不好意思打擾您了。 

 

 

 

 

 

 

 

 

 

 

 

 

 

 

 

 



訪談照片精華紀錄： 

  

訪談前和蔡老闆討論訪談內容 訪談過程照片 

   

蔡老闆分享老屋故事 助理補充訪問 

  

蔡老闆兒子分享對神農街的看法 蔡老闆分享兒時記憶 

 



訪談影片紀錄：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ACLo63Hlk&t=19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ACLo63Hlk&t=19s


訪談紀錄表 

訪談事由/原因：USR計畫-老屋履歷 QRC碼建置。 

訪談主題：深耕在地與在地互動系列活動 1：與耆老話當年。 

訪談者：蕭百芳老師 

文字紀錄者：賴郁涵助理 

影像紀錄者：王茗禾助理、林志威助理、蔡子璉 TA。  

訪談日期： 107年 05月 02日 訪談時間：下午 01點至 01點 40分 

訪談地點：許藏春故居前。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神農街 57號 

受

訪

者 

姓名： 許益逢 聯絡電話： 

手機： 

 

年齡： 約 65歲左右 

性別： 男 

現職： 販售養樂多 

E-mail：   

臉

書 

公司： 

個人： 

ig 
公司： 

個人： 

重要事 

項備註 

原郊商時代北勢街的許姓家族。 

訪談情形紀

要： 
許益逢先生談神農街事蹟 

    許益逢先生家族從第二代時就到了神農街定居，是一位土生土長的神農街人。起

初，神農街的房屋結構都是前面一棟住一戶人家、後面一棟住另一戶人家，兩戶之間

都有一座天井。房子都後面還有一條「港道」，兒時玩伴都會在溝邊跳來跳去，一不

小心就會跳到水裡去。但於民國 70年後，這條港道被填平，成為地下水道，地下的水

依然有流動，而水流會流向安平的舊運河。 

    在神農街聚集了各行各業的人。如同許先生的祖父來到神農街時，從事很多種工

作，「上至金磚 下至地磚」皆有做過，後傳到父親的時代便開始賣養樂多到現在。而

親姑丈在神農街上從事織布、染布的行業，在神農街 68號與現今的五條港行號內皆有

染房、織布與染布的機器。而後引進了學生制服的機器，也興起在地的制服業與周邊

加工業。而神農街一帶以姓許為最大宗，絕大部分都是在碼頭當工人。 

 據許先生所知，許藏春先生的兒子曾在神農街上當過「保正」(相當於現今的「里

長」)。位在許藏春故居隔壁是一位童玩家-許藏安先生，聽說他的住宅內有流傳下來

的法寶-唐伯虎的四季扇，對許藏安先生的印象便是手拿扇子到處走。神農街最大間的

古屋(目前已改造過)為許家的大宗祠，現為私人住宅。 

  



訪談逐字稿  

Q：聽說你們這裡的房子有五進多？ 

A：是的。 

Q : 那你們家現在還有五進嗎 ? 

A：我家現在沒有五進了，現在差不多剩下二進了。以前這一邊還有一百多坪， 

  現在剩下五十多坪了。另外一邊最寬、最長差不多三進。 

Q：所以這一邊的架構就是房子、中間天井在一個房子。 

A：是的。 

Q：那您從小就是住在這裡的嗎 ? 

A：我從小就住在這裡了。 

Q：你們大概是第幾代來到這裡的 ? 

A：我算起來差不多是第二代來到這裡。 

Q：那您算是第幾代 ? 

A：我記的我們很早就來了。 

Q：那您來的時候，後面還有房子嗎 ? 

A：有呀! 當時後面還有一條大水溝，我們都會在那裡玩。在那裡跳來跳去的， 

如果沒跳好，就會不小心掉進溝裡。 

Q：那大概是何時將它填平的 ? 

A：好像是七十幾年那個時候，但是當時填平，底下的水路還在走。沿著這條水路走 

      會通道安平舊運河那裡。 

Q：您小時候家裡就是在做養樂多的嗎? 

A：沒有，我大概國小三年級我爸爸才開始做這個。我阿公是在做「絲線」的，他 

  那個時候，上賣到「金磚」、下賣到「地磚」。我的阿公 40多歲就已經過世了， 

  如果他沒有過世，我現在已經是大陸人了。 

Q: 你們那時候都是跟大陸做交易嗎 ? 

A：我阿公本來想過去大陸做生意。但是後來我們家決定要到高雄去， 

去的前夕他就過世了。所以就沒有到大陸去，不然我算是文革時代的年輕人。 

Q：你們那個時候的「絲線」是在做布的嗎 ? 

A：以前人說的「絲線」是類似金條線。 

Q：金絲線是類似作八仙綵的那種嗎 ? 

A：不是。但是我也不清楚金絲線的定義，從我阿公那個時候開始就已經沒有在做了。 

Q：我有聽說在對面有在做染布跟織布的。 

A：做染布是我親姑丈，位置位於神農街 68號跟五條港行號裡有織布機跟後面有染房。 

Q：所以有這些器具，後面才有做學生制服的嗎 ? 

A：沒有，織布的跟學生制服沒有關係喔。學生制服是有引進專業機械， 

   所以是後來才有的，但是也有三十到四十年歷史了。 

Q：像你們這裡很多都姓許，你們家做絲線的，那您知道之前許藏春家裡是做什麼的嗎 ? 

A：在以前，許藏春的兒子是在做「保正」的，就像是現在的里長一樣，但是他們沒有 

  住在這裡，他們住在現今海安路過來的第二間。 

Q：所以他們都沒有住在這裡囉 ? 



A：是的 ！ 以前這裡都是別人在住的。 

Q：那 這一間也是姓許的嗎(許藏春故居隔壁間) ? 

A：是的，住這間的主人叫做許藏安。 

Q : 那許藏安跟許藏春有關係嗎 ? 

A：沒有沒有，許藏安玩古玩很有名，說到古玩就會想到許藏安。 

Q:  那您知道小時候這間(許藏安居)在做什麼的嗎 ? 

A：這間以前就是純住宅，沒有賣東西。許藏安都是在銀行界的， 

      但是聽說他們家裡面有收藏「唐伯虎的四季扇」， 

      以前他就很喜歡拿著扇子邊走編搧。 

Q: 算是炫耀他的扇子就是了。 

A：是阿! 以前從早到晚都看到他拿著扇子一直搧。那個扇子有四支， 

  分為「春、夏、秋、冬」，裡頭的題字都不一樣。他的大兒子在這附近做織布。 

Q: 那這附近有中藥行嗎 ? 

A：沒有耶! 都是集中在民權路比較多。像是康樂街出去有一間「養記」中藥行， 

      那就是以前是在藥王廟旁邊的。在民族路上有間牛肉湯的隔壁也有一間「養記」。 

Q: 那您知道他們是住在哪裡嗎 ? 

A：他們本來就是住在那裡。 

Q: 這間是海龍伯他家嗎 ? 

A：是的，他們家以前是在綁粽子到水仙宮賣的。 

A: 這間(裡面已改過的那一間)，現在是許家大哥住在這裡，這裡以前是許家的宗祠， 

像一些當天晚上要睡覺，要運回去的，就會停放在這裡。 

Q: 像那個許藏春、許柏安也是住這嗎 ? 

A: 是的。 

Q: 那他們是在做什麼的 ? 

A: 他們在民德國中旁邊紅太陽的對面在做生意。 

  



訪談照片精華紀錄： 

  

老師和許老闆討論如何幫助街區 老師詢問許老闆老屋故事 

  

許老闆分享過去神農街故事 許老闆分享兒時記憶 

  

許老闆分享老屋故事 許老闆分享許藏春過去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