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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情形紀

要： 

【太古-曾松慶老闆談老屋經營】 

    太古酒吧、太古 101老闆曾松慶於 2009年進駐神農街，因為當時自己

在尋找西洋的老房子。因緣際會之下朋友介紹了神農街老屋，當時單純的想

著這裡的房屋比較便宜，加上自己在二樓的陽台看著窗外的神農街景，喜歡

上這裡的愜意，決定在這裡建立自己的夢想咖啡廳。 

    曾先生也表示說若要尋找這間老屋的老故事比較困難一些，這間房子當

初是一個阿嬤嫁過來的嫁妝，而阿嬤現在已經不在了，後分給三個子女，但

是子女都沒有住在這裡，之後變成承租的地方。 

    因為喜愛古董家具，因而將它融合在店內擺設中，形成神農街獨樹一格

的咖啡廳。回想起當年剛進駐時，這裡已是半廢墟狀態，當時曾先生也有另

一份正職的工作，所以利用早上上班，下班後來處理的方式。最令他們印象

深刻的是磨天花板船板上的瀝青，剛開始是自己爬上爬下的去磨，之後借到

了鷹架，雖然省去爬上爬下的時間，但是長時間在上面做事，骨頭都僵硬了。

雖然整體上都有被翻修到，但是老闆還是有保留這裡原本有的東西，甚至將

它做更好的擺設。例如往二進的門，是老闆在內部某一處看到一扇有歷史的

門，花了一些巧思，將它放到大家都看得見的地方。 

 

https://www.facebook.com/taikoo101/


訪談逐字稿： 

Q: 像我上次問的辛記還有西佛國，因為他們從小就住這裡，還蠻好玩的。 

   但是這ㄧ戶的阿嬤你說比較不方便問。 

A: 阿嬤已經不在了。我們遇到的屋主是ㄧ個媽媽，但是她不太方便做採訪。 

Q: 那小孩還在嗎 ? 

A: 他們小孩的話都在大陸。 

Q: 那過年也不會回來嗎 ? 

A: 基本上我們很少接觸到他們，他們以前會，後面的話就很少了。  

Q: 我們是想說如果小孩可以問的話，想詢問他們小時候神農街。 

A: 他們小時候也沒有在這裡。其實這間房子很久之前就都丟著了。然後有人 

   要租的話就租。他們其實很早就搬去那個北區那邊了。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是廢墟。 因為他們這個是祖厝，分給三個人使用。 

   但是他們沒有任何ㄧ個人住這裡。所以這間要追溯以前的故事比較麻煩。 

Q: 但是它屋況算是很不錯。 

A: 它屋況算是很不錯的。 

Q: 你們為什麼會想租這ㄧ間? 

A: 那時候其實就是因為便宜。 

Q: 所以不是因為神農街比較有特色嗎 ? 

A: 其實那時候他沒有到有什麼樣的特色或什麼發展，他只是有造街。 

Q: 就是鄭老師在 1999年造街。您來時是幾年 ? 

A: 我們 2009年。 

Q: 大概快十年? 

A: 九年。 

Q: 但是我有在陳文茜的節目看到您耶 ! 因為認識您，ㄧ看就知道您是太古 101的老闆。 

A: 因為我們那時候剛好搭到老房子這一塊，但是我們ㄧ開始的初衷不是要找老房子。 

其實我們是想找比較西式的那種老房子，人家說的「鴿子窩」。 

Q: 比較配得上您所熟悉的家具嗎 ? 

A: 對 ! 然後就聽到有朋友說這邊有老房子在租，來看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街的感覺很好，就是很愜意，很乾淨的感覺。不會像現在遊客很多， 

遊客其實還好。反而是經過改造之後，之後勢必會變成ㄧ個商店街。 

但是又是沒有特色的商店。  

Q: 這也是我們想實行這個計畫的原因，不會讓他的味道跑掉。 

A: 就像政府也會吵正興街，正興街對我來說他是ㄧ個商店街或是小吃街，不算是老街。 

Q: 您知道佳佳西要結束營業了嗎 ? 

A: 不是已經結束營業了嗎 ? 

Q: 就覺得佳佳西結束營業後，正興街還有什麼特色。就是過熱之後，會看不見他有 

太大的特色。也沒有老房子，只有ㄧ些文創。 

A: 但是佳佳西我相信ㄧ定有人在接手。 

Q: 但是你覺得會像隔壁的阿朗基嗎 ? 



A: 應該不至於，我覺得要去接手的人ㄧ定會有他的想法，跟他原本的價值在。 

   那如果要進住的話，除非他是很有錢的生意人，我就是要把他改造成旅店。  

   不然如果是正常接手的話，我們已經幫你鋪好路了，他原本就是ㄧ個老的旅店， 

   前面的人已經幫忙建構好故事了，它的賣點就是在這裡。 

Q: 但是老屋維修不容易。 

A: 我覺得他們的屋齡沒有很久耶!如果你說神農街這邊反而比較麻煩。 

Q: 但是裡面的東西固定都要去把他 HOLD住，我的意思是說就像阿朗基這樣，  

   他就是看上阿朗基的特色去買下老房子，像阿朗基有ㄧ些蛋糕、咖啡， 

   他們也嘗試要這樣做，可是現在做不起來。我每次經過那裡就看到蛋糕要預約， 

   可是好像也做不起來。我在想他的房間如果沒辦法按照原本的去細修。 

A: 但是阿朗基已經賣掉了。 

Q: 他們是在賣第二手嗎 ? 

A: 他現在好像賣給ㄧ個英國人還是香港人。所以您看到的它的蛋糕店已經收了， 

   其實在神農街要開吃的，如果老師您要做，您來問我，我會跟您說不要。 

   這邊的人潮跟正興街差很多，這邊的人就是走來走去的。 

Q: 所以您要叫人家留下來很難。 

A: 是阿 ! 

Q: 然後像後面的木子也是賣的 ? 

A: 對阿 ! 

Q: 像現在ㄧ樓是海丘，海丘剛來時也跟阿朗基ㄧ樣生意很好，還要預約， 

   我們還進不來。現在是隨時都可以。 

A: 我覺得在台南吃得那一塊，應該是說在台灣，我有客人來上個月、還是上上個月， 

   其實在去年整個年度很差，在吃的這一塊。現在的年輕人，人家說的網美店， 

   地方很漂亮，東西吃ㄧ吃就走了。會注重好不好吃，但是環境變成是第一考量。 

   所以很多朋友最近想開餐飲店，我就說除非自己要當廚師，要當廚師才能 

   節省很多費用。如果開店要請人的話，基本上，以現在的市場，轉移度很快。 

Q: 因為現在新開的地方很多，年輕人喜歡去新的店打卡。但是你們家比較不一樣。 

A: 因為我們是做第一個老房子這一塊就蠻久的，所以其實第一個我們強調說 

   雖然這裡是酒吧，但是我們不吵。如果老師您晚上來，我們放的音樂是比較輕的， 

   然後我們ㄧ樓是禁菸。然後也不會有 BARTENDER在跟您聊天。 

   我們就是放給客人自己去聊。除非有客人從外縣市來，然後會打個招呼， 

   然後跟他們介紹一下經營的方向。 

Q: 那你們很成功，不只是年輕人喜歡來，連學生也很愛來，他們可是用搶的進來的。  

   再來就是你們ㄧ開始是做古董，但是把它融入得很好。 

A: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一直維持下去，有些店家其實久了會膩。像之前有些平面的或 

   採訪，他們就會問說我們的強項是什麼。我一開始也想不懂，但是後來發現我們 

   就是空間上，我們可以運用到讓客人來是覺得舒服的。包括說我們是用西洋的家具。 

   只是現在不適用西洋的，因為客人在使用上耗損率很快。像我們轉角那間咖啡店， 

   我們用的都是鐵的，我們那時候 2011年開那間，那時候我們完工業風的家具算是 

   台南第一間的。我哥那時在玩時其實更早，比台北還早。 



我一開始覺得收這麼鐵要幹嘛，但是做起來，他的舒適度蠻好的。那些台北的人下來時， 

就是在等我們開門進來看，看我們的椅子是真的還是假的。因為大陸其實有很多 copy的， 

然後就覺得說我們兩兄弟很瘋狂，其實那邊的椅子一張都兩萬多塊，吧檯那三張，ㄧ張可以

賣到三到四萬。有一些老建的東西工廠的部分持續都有在生產。 

Q: 但是老房子用新建的就沒有那個味道呀 ! 

A: 我覺得看怎麼去搭配。就像之後你們也可以去參觀我們的民宿，我們民宿的話他的 

   房子的歷史就沒有這麼久，他大概四十年左右而已。 

Q: 我看也有中庭，是不是? 

A: 有，他有一個小天景。 

Q: 上一次我帶 EMBA的同學來，五月初來上一年級，那個居然是你的屋主。 

Q(曾松慶老闆): 真的嗎 ? 

A(蕭百芳老師): 真的 ! 

Q(曾松慶老闆): 是我那間店的屋主?是看起來流氓流氓的那個嗎 ? 

A(蕭百芳老師): 是我那天在講神農街，他說他住神農街，我問他說他住幾號， 

              他說 53.55號。我說 53.55不是辛記藝品店嗎 ?他說辛記是我家， 

              辛記現在給他阿姨的小孩住。 

Q(曾松慶老闆): 辛記是哪一間？ 

A(蕭百芳老師): 是辛記藝品店。在最前面那一間，有剪紙窗花的那一間。 

              他說太古的民宿也是她租給您的。  

A(曾松慶老闆): 是呀! 

A(蕭百芳老師): 覺得世界好小。串都串起來了。 

Q(曾松慶老闆): 台南很小。原來他有去上那個喔?  

A(蕭百芳老師): 對呀! 

A: 他們那間我們也是把他改造得很誇張，其實有被人家罵說， 

   別人的房子怎麼把他用的那麼誇張。 

Q: 他是有跟我說他小時候住在辛記，那裡是雜貨店，他小時候會幫媽媽賣東西， 

   所以他要推車出去。你 2009年來，整理這裡要多久? 

A: 我整裡其實還蠻快的，大概整裡兩個半月。 

Q: 就你們兩個兄弟自己來嗎 ? 

A: 就有朋友會來幫忙。 

Q: 所以看起來也沒有動太多? 

A: 其實動蠻多的。他這邊隔間我們全部打掉，然後地板也全部翻掉。 

Q: 所以他原本的第一落就這麼寬? 

A: 對對對，他其實。我想一下，他進來前面有一塊是。前面是不是有一個修裡老電器的， 

   那個周董。他以前就是住在這裡， 

Q: 所以你們還有樹的那一塊。 

A: 對。 

Q: 然後你們樹的那一塊就不管他，就讓他去長? 

A: 對。因為那一塊里長會去處理，因為它剛好是在里長他們那一邊。 

Q: 所以里長住在後面唷 ?  



A: 後面是他的，對面也是、對面的後面也是他的。 

Q: 然後你們那個上面有換過吧 ? 

A: 沒有，沒有換。我們另外一個部份有加強。 

Q: 那你們處理的比較好。鄭老師他們家說，我們兩個暑假都有在那邊租 

   他們的二樓展同學的作品，然後我們上去，下面就在叫，因為都會掉灰塵。 

   然後他們說他們現在要處理那個。但是好像只有他們家會這樣。 

A: 正常我們這邊是沒有。 

Q: 所以你們的樑都沒有換過? 

A: 樑沒有，可是後面那一塊有做加強，就像鄭老師他們家這樣，會有屑屑掉下來， 

   所以妳看那邊會有一塊一塊了。每次請師傅來做這種東西都很麻煩，  

   因為它的寬度都不一樣。所以他必須要裁了上去，裁了又上去。 

Q: 所以他是現場量在去裝? 

A: 對。他就是一塊一塊這樣拼起來。 

Q: 像是有人說這種原本的板子是船板? 

A: 對。 

Q: 那個時候的船板 ? 

A: 對。 

Q: 所以都有一些印章的痕跡。 

A：對。只是我不懂當時為什麼他們會用船板。而且它們的長度都很長。 

Q: 這是不是日本時代的船板? 

A: 應該是。這個都是船板。你會聽到有些不專業的人說，導覽員或民眾， 

   會說這都是 HINOKI的。以前我們在整修時，就有些老師或導覽員就還蠻厲害的， 

   他們說在以前檜木沒有這麼珍貴，因為檜木以前多，所以在使用上大家不會什麼。 

   但是現在比較沒有了。然後這些東西原本都有黑色的瀝青，我們把它磨掉。 

Q: 這樣比較漂亮。 

A: 對，曾先它原本的樣貌。因為那些瀝青其實時間過了，它其實也沒有防水還有防蛀蟲。 

   其實改造這個房子最痛苦就是磨瀝青。 

Q: 你們都是自己弄嗎 ? 用砂紙用嗎? 

A: 我們是用那個砂磨機。很痛苦是因為用 A字梯的話要爬上爬下的。 

   最後我們就借到鷹架，鷹架就不用爬上爬下的，但是這樣磨完之後脖子就回不去了。 

   眼睛就算帶護目鏡，砂子還是會跑進去。因為我們用很細的，不敢用粗的。 

   所以每天來第一件事就是算算看還有幾支。然後像我那間咖啡館，我也是有磨。 

Q: 我以為您全部都交給設計師? 

A: 沒有沒有，我們每間店設計師只是一個掛名。 

Q: 其實都是你們自己弄? 

A: 對! 我們會跟他說我們要弄怎樣。然後那個設計師也是我哥的朋友， 

   他就會說那我來幹嘛?我就說你來幫我們監工。因為像咖啡店 101有兩半段， 

   後半段就是花錢請人家來用，前半段也是我自己找泥作、找水電、找鐵工。 

   所以在那個時間的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你會分配怎麼讓人家進場。 

   有一次我就搞砸了，木工就跟玻璃一起來，玻璃就生氣了，他問說要怎麼辦。 



 他要上矽膠，木工在會有粉塵。我就說那您明天來。他就說你叫我明天來， 

 我明天不來。我就說木工今天先不做。還好以前在南科我是做工程的， 

 所以跟工人他們協調都還 ok。 

Q: 我一直以為你是那個設計的工程師。 

A: 沒有沒有，我跟我哥都是跟設計不相干的。我在讀化學工程，我哥是讀工業安全。 

Q: 那怎麼會喜歡玩古董? 

A: 就喜歡。其實我們喜歡有美感的東西。所以像家具這一塊都是我哥在負責的， 

   包括展示這一塊，因為他很有空間感。他可以用頭腦想像好東西可以放哪裡。 

   我是必須要放下去才知道說對不對。像我們店的一些名片、比較平面設計的話， 

   就都是由我就用這樣。 

Q: 你是平面設計。 

A: 就是興趣，就是多看多學。我也是自己跑去救國團去學 CORELDRAW， 

   還有 ILLUSTRATOR。 

Q: 這樣您蠻好學的。 

A: 其實我覺得如果出社會了都有空，我有時候就跟學生講說，不要說沒有空， 

   時間擠一擠就有了。不然以前我們這間店也是早上上班，下班完之後過來弄。 

   弄完之後隔天七八點就要上班。 

Q: 之前採訪您，您好像還是要上班，之後您就把工作辭了? 

A: 為到後面的話，那個時候是原本的女朋友會來幫忙，到後面分手了，她就離開這裡。 

   我就想說要專心在這裡。 

Q: 那當初你們最後決定要進駐這裡的原因是因為看上老街的安靜嗎 ? 

A: 其實就是陽台，陽台真的很棒!雖然那時候上去也是很髒亂，可 

   是我就在那邊撐了很久，然後在那邊看。我們大概是下午三、四點來的，沒有任何人， 

   台南的熱還是有帶點風。然後看著老人在那裡走來走去，感覺很舒服。 

   我就想說如果我自己的店就在這裡，裡面是自己喜歡的家具，又有自己喜歡的啤酒， 

   在這邊又遇到同好的話，感覺很棒。然後就把他租下來了。 

   我們簽完的第一天就開始拆了。 

Q: 那我問你當時候怎麼樣找到屋主？ 

A: 跟那個周董說的 

Q: 他等於是這裡都認識就是了。這裡的家具都是您跟您哥哥自己擺的嗎? 

A: 對! 

Q: 我就覺得你們弄得很好、很舒服。 

A: 中庭的話現在算是改過第二次。 

Q: 已經改過第二次。 

A: 我找一下之前的圖給您看（拿出手機）。這是第一次整修的照片。 

Q: 蠻有日式的感覺。 

A: 可是原本的話他是沒有這些石頭的，因為那一次那些草差不多都死掉亂長了。 

   然後請人家來弄。我們當初純手工到連草皮都自己種。很好玩。 

Q: 所以你們地板鋪起來是故意把他鋪成老街的樣子嗎 ? 

A: 其實我們就是直接上漆。 



Q: 但是這樣反而比較有味道。 

A: 然後後面木棧道都會爛掉，下雨會有蛀蟲的問題。然後積水的問題。 

   後來就把它拆除，弄成現在的樣子。 

Q: 那個木頭的是清朝的、洗石子的是日治的? 

A: 我覺得這種東西到後期很難去界定它是哪個時期的。 

Q: 然後你們那個窗戶的顏色原本就是灰色嗎 ? 

A: 那是原本的顏色。 

Q: 這個門這很早以前就有的嗎 ? 

A: 我們把原本的門留下來，把漆刨掉，刨掉之後，我在再去請木工把它做成門。 

Q: 所以他原本是兩扇嗎 ? 

A: 一扇而已，可是這個我忘記是在哪邊。所以我們會盡量把它原本的東西留住。 

   就像大門口有一支一支的，就是裡面隔間的木頭拿去的，因為想說丟掉也可惜。 

   因為那些柱子都是好的，然後木料也是好的。然後我們就跟木工講說把它拼成門好了。 

Q: 所以你們那兩個半月是原本有個想法然後結合現場有的東西隨時改變想法? 

A: 對! 

Q: 這樣蠻有成就感的。 

A：對呀! 就是你在問我什麼，我可以回答你。甚至，我會知道說這邊原本有什麼。 

   如果今天是花錢請人家做，人家問說你們這邊有什麼，我可能什麼都不知道。 

Q: 所以他們這裡原本沒有一口井? 

A: 沒有。 

Q: 那樹的那邊有嗎?  

A: 你們 101那邊為什麼會收集小豬? 

Q: 有就收集，而且我哥就是收集很多。古人說的數大便是美， 

   你擺一兩隻真的不那麼好看。有時去人家店裡，也有看到一樣得，但是只擺一隻兩隻，    

   那種感覺就沒有出來。因為一開始也會覺得我哥怎麼收集那麼多， 

   可是它擺出來你就會覺得效果很好。 

A: 然後那間的樓梯用鐵板是誰的想法? 

Q: 就是我們一起想的。 

A：那邊是工業風。 

Q: 然後一開始它的樓梯是被拆掉的。 

A: 所以就上不去? 

Q: 要從後面在繞上去，我們就在想說奇怪它前面的樓梯呢? 結果被上一個承租人 

   他們直接拆掉了，屋主也想說把樓梯拆掉很好。 

 

   



訪談照片精華紀錄： 

  

訪談前和曾老闆討論訪談內容 訪談過程照片 

  

針對神農街區發展進行訪談 曾老闆介紹老屋故事 

  

曾老闆介紹老屋改造過程 曾老闆介紹老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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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與職匠享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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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日期： 107年 5月 23日 星期三 訪談時間 :下午一點五十分到兩點二十分 

訪談地點： 許藏春故居 地址: 台南市中西區神農街 57號 

受

訪

者 

姓名： 施誠興 聯絡電話：   

手機： 

 

年齡： 約 80歲 

性別： 男姓 

現職： 文化保護協會人員 

E-mail：   

臉

書 

公司：  

個人： 

i

g 

公司： 

個人： 

重要事 

項備註 

  

訪談情形

紀要： 

【施誠興先生談神農街】 

七娘媽做 16歲是神農街的大慶典之一，施先生是此工作的負責人。 

施先生和我們提到若要做關於五條港的文創，必須要了解到五條港的文化。 

第一五條港是怎麼延伸過來，五條港它是我們的經濟動脈的發源地，第二包

括文化、包括什麼都在這裡。以港道為主的關係，每條港道有各姓氏樹立的

範圍。所以五條港裡面有他的廟宇文化，所以廟宇文化就是代表五條港的地

點指標。安海港他有一個神興宮，佛頭港聚福宮。南河港是風神廟跟西羅殿

吧! 五條港就是手舉起來就是我們的文化園區，最南邊的安海港、再來南河

港、再來北勢港或南勢港、再來佛頭港、再來新港墘。 

   若說從到神農街，會說到水仙宮。水仙宮以前就是商郊，商郊是一個商會，

就像我們現在的公會。所以許藏春當時就是裡面的執事人員，所以你看裡面

有記載，他是裡面的理事。所以當時商郊設立很多，有關很多廟宇都是他在

整修。他的財力雄厚。他整修過後在水仙宮設三益堂。 

 

 

 

 

 



訪談逐字稿： 

Q: 今天這裡有沒有採訪。 

A: 有呀 ! 今天來這裡兩場，一場弱勢團體。  

Q: 這間房子是文資處的嗎? 

A: 沒有啦! 這裡是許藏春的。  

Q: 我知道，是他們租來做展是的嗎? 

A: 沒有，這是保護協會，我們裡面有一個會員和裡面的人有親戚關係。 

Q: 所以就是給他整理好過後，來看看以前是怎麼生活的。  

A: 最近七娘媽做 16歲。 

Q: 你們有那個流程出來嗎 ? 

A: 因為我是用踩街的方式。 

Q: 所以是用逛街的方式嗎 ? 

Q(施誠興先生): 不是不是。這裡同學都到了嗎 ? 

A(蕭百芳老師): 都到了，只是老師要先問。 

Q(施誠興先生):  現在在地要做什麼文創不管，最起碼要了解在地的文化跟在地的 

               人事物、地緣關係才有辦法發揮。這是我們五條港的過去跟現在，  

               我很喜歡讓小孩子了解我們的文化。 

               因為很多東西若不從地緣關係去了解， 

               在地文化了解了，做什麼東西可以去思考。所以我們在地:  

     第一五條港是怎麼延伸過來，五條港它是我們的經濟動脈的發源地， 

     第二包括文化、包括什麼都在這裡，還有一個人妳們要記得， 

     我們在五條港裡面，我們的文化園區叫「五條港文化園區」， 

     那五條港文化園區在哪裡 ? 

A(蕭百芳老師): 在街區。  

A(施誠興先生): 街區，每個地方都是街區。在主要有一點，五條港的重點在哪裡? 

               以港道為主的關係，每條港道有各姓氏樹立的範圍。 

               所以五條港裡面有他的廟宇文化， 

               所以廟宇文化就是代表五條港的地點指標。你看安海港他有一個神興宮， 

               佛頭港聚福宮。 

A(蕭百芳老師): 南河港是風神廟跟西羅殿吧! 

Q(施誠興先生): 五條港就是手舉起來就是我們的文化園區，最南邊的安海港、 

               再來南河港、再來北勢港或南勢港、再來佛頭港、再來新港墘港。 

               新港墘姓黃、佛頭港姓蔡、(人家有在說帶兒子帶到神主牌打破(台))， 

               以前五條港的穀粒只負責上船而已，貨源上船而已，之後就改拖馬車的， 

               送貨送到店面。卸貨有卸貨的人。佛頭港這邊都姓蔡， 

               為了要下貨都很拼。 

               安海港姓施跟姓張，姓施氏宗祠、姓張的是拖馬車。 

               這邊有三個廟宇結合在一起，一個姓施、一個姓張、一個店頭， 

               福德正神-土地公。在來西羅殿姓郭的。那我們這條路呢? 



A(蕭百芳老師): 姓許的。 

Q (施誠興先生): 若說從到這條路，會說到水仙宮。水仙宮以前就是商郊， 

               商郊是一個商會，就像我們現在的公會。 

               所以許藏春當時就是裡面的執事人員，所以你看裡面有記載， 

               他是裡面的理事。所以當時商郊設立很多，有關很多廟宇都是他在整修。 

               他的財力雄厚。他整修過後在水仙宮設三益堂。 

               是有三益堂帶動了水仙宮。我們這條街上出了多少名人?  

A(蕭百芳老師): 許文龍。 

A(施誠興先生): 曾經連戰在這裡住過。 

Q: 許文龍跟許藏春有沒有親戚關係? 

A: 沒有關係。姓許的很多支脈，宗祠跟宗親不一樣，他們屬於宗親，宗祠就是 

   個人的派脈，古代人家說一人一家代，個人的公媽個人供。同姓祖先不一樣。 

   所以你們要知道今天的主題做文創，文創要做什麼，要往哪個方向去走? 

    就像說我們今年做 16歲。 

Q: 所以 16歲也是? 

A: 我們 16歲也是五條港的重頭戲。你要知道 16歲的由來， 

   第一個藉由這個活動告訴大家我的兒子 16歲了。以前 16歲以前是童工(拿出手機)。 

Q: 今年一樣有這個放在這裡嗎 

A: 我昨天有在研究說，要用這個做看板。 

Q: 這是今年要做還是古早的 ? 

A: 我今年要做這一塊。 所以你們要了解在一年當中在五條港有哪些慶典活動。 

Q: 所以他們可以幫你特地做 16歲的文創? 

A: 也是可以。 

Q: 七月七號要辦了嘛!? 

A: 七月七號要辦，看你們有什麼點子。 

Q: 他們都是設計系的。 

Q (施誠興先生): (問學生) 你要想要做什麼? 

Q(蕭百芳老師): 您需要做什麼? 

A:不然很簡單，我們可以來做供品的模型。 

Q: 是像那種日本餐廳前面放的模型那種的嗎 ? 

A: 嘿呀!   

Q: 所以要放在這裡先拜拜嗎? 

A: 這裡的東西是展示用的。拜拜當天就換現品了。剛剛我看那個模型是舊來發做的， 

舊來發和這裡就有親戚關係了。如果要做供品，每一樣都要七碗喔! 

因為七個娘媽。第一要做紅龜粿、在來是油飯、肉酒、大麵。 

Q: 肉酒是什麼 ? 

A: 豬肉煮麻油酒。肉酒是在坐月子時候吃的，古早人說: 

  「生孩生贏肉酒香，生孩生輸四塊板」。就是生小孩順利就吃肉酒， 

    不順利就是四塊板包著去埋。包括這裡辦 16歲，就是「外嬤龜，四處龜」， 

    就是指紅龜粿。如果男生要做紅龜粿要做八角型，那叫做「雙連龜」。 



  普通、一般的就是橢圓形，就是女生的。雙連龜就是要求連莊，圓龜就是圓滿就好了。  

Q: 你們那天做 16歲都可以自己報名嗎? 

A: 這裡沒有，如果要報名的話要在施氏宗祠。 

Q: 那你們需要海報嗎? 他們比較會做海報。 

A: 不用! 我有可能在農曆 6月 28日開展，開展到 7月 7日。那個時段可以給你們看片子， 

    看你們要做什麼文創。看這個地方你們要不要借來做文創。 

A(學生): 我們本來只有針對許藏春的特色做許藏春的特色推廣。 

A(施誠興先生): 許藏春的特色，因為許祥號、益泰行都是他的。 

 

  



訪談照片精華紀錄： 

  

採訪前討論訪談內容 透過網路資訊介紹許藏春故事 

  

分享神農街有趣故事 訪談過程紀錄照 

  

介紹協會在神農街區扮演的腳色 施先生介紹五條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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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與職匠享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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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日期： 107年 5月 23日 星期三 訪談時間  下午兩點三十分至三點十分 

訪談地點： 聶樓 地址: 台南市中西區神農街 76號 

受

訪

者 

姓名： 陳怡錚 聯絡電話: 06 221 5795 

手機： 

 

年齡： 約 30歲左右 

性別： 女姓 

現職： 聶樓主要負責人 

E-mail：   

臉

書 

公司： 聶樓 

個人： 

i

g 

公司： 

個人： 

重要事 

項備註 

此場地為聶樓與慢慢鳩的複合式空間，前面為聶樓所經營的咖啡廳，後為慢

慢鳩的木工作室。 

訪談情形紀

要： 

【聶樓談老屋經營】 

     聶樓於 2016年九月至十月來此承租原慢慢鳩的店面。因慢慢鳩本是木

工作事，後因開始製作大型家具，遷移至玉井，目前後面仍是慢慢鳩的木倉

庫。約於六月底會將其他家具移出，若全部移出，可能會挪用後面的空間做

為台南藝術展。但是最重要的事還是先將屋頂修復。 

    店長陳怡錚說其實老屋在保存上最不易的就是修繕的部分，因為老屋經

過時間的淬煉，一定都有破損的地方，像聶樓的屋頂上破了很多的洞，若遇

到颱風和下雨，通常是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的狀況。還有就是修繕費用

的部分，每一部份的修補，都會需要大量的費用支出，在這樣的情況下勢必

要改變經營模式。 

    對於推展神農街，陳小姐的想法是對於觀光客最方便的是食衣住行都把

它一條龍串好。類似像交通怎麼搭、怎麼來到神農街、如果沒有搭車要怎麼

來。而現在五月份對神農街來說是一個小月，除了假日以後其餘地方都很冷

清，所以他們也前兩個禮拜辦了「園遊會」的活動，希望藉此能夠活絡神農

街的人氣。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8%81%B6%E6%A8%93&oq=%E8%81%B6%E6%A8%93&aqs=chrome..69i57j0l4j69i61.3481j0j8&sourceid=chrome&ie=UTF-8
https://www.facebook.com/pg/niielou/posts/?ref=page_internal


訪談逐字稿： 

Q: 您是什麼時候來這裡當店長 ? 

A: 我本人的話是二月。從台北下來。 

Q: 原本今天走過有一個男生，他是老闆嗎 ? 

A: 算是合夥人之一。之前我們算是有一群合夥人，輪流打理這間店。 

   現在的話換成以我為主這樣。 

Q: 所以妳算是新加入的伙伴嗎 ? 

A: 也不算是，之前一個月會下來一次。 

Q: 我是想問一下說，對這間你們當初來時，是從無到有自己整修的嗎 ?  

A: 其實沒有耶，之前這些內裝都是慢慢鳩留下來的，只有你看到很像兒童椅是 

   後來我們帶進來的。然後畫作的部分，還有擺設的部份全部是我們帶進來的。 

   這些畫作都是您剛看到那位老師畫的。 

Q: 那時候還是慢慢鳩跟聶樓一起營業嗎 ? 

A: 那時候已經分開了。 

Q: 所以是慢慢鳩先來的 ? 

A: 慢慢鳩在這裡十幾年了，。 

Q: 那老闆為什麼那個時候會願意把前面讓給您?  

A: 就是他原本他是在經營木工，原本前面是他們自己的簡餐咖啡，後面是木工教室。 

   後來他把木工帶到台南郊區，因為他後來的家具都是比較大型的，所以搬到玉井去， 

   他的家具運送比較方便。如果在後面的空間，您剛有看到太小了，家具要搬進搬出， 

   光是要過這個門，就蠻困難的。 

Q: 現在就變成他們的展示空間就是了 ? 

A: 對 ! 但是後面的樓上還是他們木材的倉庫。因為如果要拍照的話， 

   可能要問一下他們。大概六月底時，他們會來把一些家具跟倉庫的部分 

   會移到玉井那邊。我們後面有打算把上面修繕一下。 

Q: 就是全部變成聶樓嗎 ? 

A: 不算全部，因為後面的空間還算是慢慢鳩負責。 

Q: 因為我們常來這裡，也常看到這裡有一些展覽。但是如果現在有人要展覽 

   是不是就不行? 因為裡面很多桌子。 

A: 如果他要展覽的話，當然他要能夠接受這裡是一個複合式的展覽空間， 

   如果他不介意他的畫作附近會有桌子，這是首要條件。 

Q: 所以桌子不能移動，但是可以在桌子上面做展覽? 

A: 可以移動，如果他們六月底將一些桌子移走，應該空間會寬敞一點。 

Q: 所以你們也會想把你們的空間移到後面去就對 ? 

A: 我們應該不會使用到後面。 

Q: 這裡的人潮應該前面就夠了。 

A: 但是因為我們店附近會卡在一個點上，因為您剛剛也有提到我們的價位算是 

   神農街相對來說算便宜的。但是對於修繕經費的話，我們必須要有所改變， 

   因為光老屋修繕的費用就不是一筆小錢，而且接下來就是梅雨季跟颱風都要來， 



   我們就必須要處理您現在看到的柱子上有一點壁癌，上了油漆的地方雖然看不清楚， 

   它其實仔細看會看到凹凸不平。每次下大雨時，那邊就會變成瀑布， 

   桌子底下就會積水。這是完全無法防止的狀況。上面的屋頂有很多的破洞， 

   所以必須要把樓上先整修好。剛您說那個男生在負責時，他們去年颱風天時 

   外面下大雨，裡面在下小雨。蠻可怕的事。後面六月底後，我們也要修繕上面。 

   後面的空間可能到最後會由我們和慢慢鳩承租吧!可能會由聶樓做為工作室使用， 

   然後不定時開放。 

Q: 那你們會想做什麼工作室? 

A: 我們的合夥人會希望以台南藝術展的方式，他會希望做為一個藝術空間。 

   但是是比較寬敞、比較明亮、比較簡單的工作藝術坊。 

Q: 所以有時候會有活動就對了 ? 

A: 對 ! 之後我們可能希望朝向每個月會辦一次活動的方向準備，因為神農街 

   這邊五月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小月，如果不辦活動的話，這裡完全沒有生意。 

   就像您現在看到街道上其實沒有什麼人。 

Q: 但是他最主要沒人是因為前面封路。 

A: 封路也有，但是遊客其實是可以自己摸索，從康樂街那邊進來。 

   假日其實還是有人潮。四月連假時，我們的業績甚至比過年期間還要好。 

   所以我覺得封路多少有一點點影響，但是人潮如果要進來，其實也擋不住。 

Q: 所以你們辦工作仿，就是每個月要辦活動就對了。 

A: 活動的方式跟主題的話，就是幾個伙伴會一起討論， 

   當然也是看我們有幾個朋友會願意參加。我們之後可能也會籌備 

   以我們店家中心延伸出去的散步地圖，可能會準備英文跟日文版本給觀光客使用。 

   那當然是推薦ㄧ些比較年輕的友好店家，就是我們可能會傾向 

   政府或網路沒有在推薦的店家，就是我們自己私底下很愛去的店家。 

Q: 因為我們寒假的時候，我們有幫神農街幾戶有做燈籠，所以有針對遊客的問卷， 

   有個遊客給我很好的意見，他說他為什麼會來神農街。因為他是外地人，住 

   旅館時老闆推薦他要來神農街走走，所以才會幫神農街做行銷， 

   旅店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A: 但是您說旅店在神農街這裡做不做得起來，其實還有待觀察。就像隔壁的 

   阿朗基它就做到上個月底。 

Q: 我的意思是您可以把您的DM放到其他旅店去，讓遊客知道這裡。 

A: 我覺得對觀光客最方便的是食衣住行都把它一條龍串好。類似像交通怎麼搭、 

   怎麼來到這裡、如果沒有搭車我怎麼來。 

Q: 我知道妳們是有做藝術展，因為我們學校就是一直在這裡已經四、五年了， 

   跟那個五條港行號協會合作，所以我們會在承租他們的二樓， 

   可能我們會做個展示館，那種展示館不是你們這種的， 

   而是要告訴人家說神農街的故事還有五條港到底是什麼，或者上面畫很多水， 

   讓遊客知道是什麼。那我們可能會六日會有活動，可能會有達人有約的活動， 

   就是請各路的專家或是請當地的耆老的講座。二樓其實也沒有很多人， 

   頂多容納十二個人，到時我可不可以邀請您來當個達人 ? 



A: 我其實也不是什麼達人啦!  

Q: 您可以講一下你們的經營，相對也可以講你們家或是慢慢鳩，他們木作也可以說， 

   畢竟他們在這裡生活這麼久了。那我覺得這條街大家要齊心合力。 

A: 其實大家現在開始有這個共識，就是上個月五條港有邀我們開會， 

   就是居民跟商家一起開會，這個月有暫定下個禮拜會開會。就是大家都希望神農街好， 

   但是怎麼樣讓他變好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Q: 而且不能讓它走味，我覺得好是一回事，不然像正興街也很慘。它太熱鬧了， 

   而且那個佳佳西都要關門了。所以這條街的資產就是它還有清朝的， 

   就像你們的礫面一樣。 

A: 就是保存算完善的一條老街。 

Q: 如果讓它走味，它很快就再見了。我們就很希望可以讓它維持原來的樣子。 

   他才會有效。因為國外我們去看人家的世界遺產，就是它被維持原來的樣子， 

   才會變成世界遺產。 

A: 其實我覺得民權路還蠻可惜的。 

Q: 是呀! 民權路還蠻多日治時期的洋樓。 

A: 我每次騎車經過都會偷看幾眼。他其實很多洋樓狀態都變成廢墟，不然就是 

   外觀被拉皮過。都變得不好看。 

Q: 所以你們聶樓是什麼時候才開始進來? 

A: 我們算是前年底九月、十月的時候接手的。 

Q: 所以他原本這裡有喝的、休息的簡餐店嗎 ?還是從妳們開始才有? 

A: 原本慢慢鳩是經營咖啡、花茶類、或是一些簡單的果汁飲品，然後也有素食簡餐， 

   現在還是蠻多人打電話或到現場來問有沒有素食簡餐。 

Q: 我上次那群學生來，他們跟這一群不一樣，他們這一群是採訪妳們， 

   是希望能幫你們做影片，可以放在網路上，可以讓人家看到。 

   上一次那一群是他們是希望是可以活絡這條街道，所以他們是做遊戲， 

   我不知道他們點有沒有找到妳們，可能就是讓遊客來你們家看到什麼， 

   告訴遊客原來這條街這樣的東西你是沒有看到的。所以那一天帶他們來田調， 

   在那邊畫圖。 

A: 我有看到妳們在畫圖。感覺蠻有趣的。 

Q: 所以將來還是有機會互相一起把這裡弄得更好。因為我一直覺得放著太可惜了。 

   變成商業化也不好。 

A: 應該說商業化本身不是壞事，因為人本來就要賺錢吃飯。那要怎麼樣做得更精緻， 

   才不會破壞到本身的建築或是本身的文化，雖然需要一些技巧。 

   我們是很幸運可以承接到慢慢鳩。那我們能做的部分就是 

   把比較需要彌補的部分小細節的地方把它修正。把它做好，繼續讓這裡維持。 

   有些小變化，才不會讓遊客來覺得無趣，會有新鮮感。 

Q: 妳們現在是固定走應該說是比較印度風嗎 ?    

A: 最近會換，我們就是現在看到這些擺設，是我昨天才放上去的。 

   這是我們上一次的活動，五月初有辦一個活動叫「園遊會」， 

   他就是邀請我們幾個友好的朋友跟我們一起來，甚至我們中庭也有算小吃攤， 



   也有請插畫家的朋友來現場來畫四聯徽。蠻有趣的活動，也蠻多人來的，蠻意外的。 

   所以我覺得只要在神農街上辦活動，只要稍微宣傳，用的稍微有質感一點， 

   有在幫品質把關的話，基本上人潮不會流失很多。  

Q: 然後我們除了我剛說的，在 79號想做一個五條港是什麼的展示館， 

   像說我希望今天跟妳談，妳們的故事或是經營理念透過我們幫你們 

   設置在外面的 QRCODE。將來給妳們看過之後就安在外面， 

   如此就可以透過他們走在街上直接掃，因為現在手機太方便了。 

   其實我最後最希望的是這裡變成一個街區博物館。其實台南是一個就是自己走， 

   妳也不需要導遊，但是需要一些定位或是一些什麼。 

A: 台南常常是有一些小路太多，早期比較沒有規劃的時候，會有三條路交雜在一起， 

   觀光客走進去一定會迷路。  

Q: 我是希望說他可以透過手機，循著有趣的點在路上尋寶。  

A: 對觀光客來說，如果使用 google map最麻煩的一點就是語言轉換的部分。 

   所以如果您是架設好觀光的網站，已經切換好語言了，也分好吃的跟玩的， 

   我覺得對他們來說幫助蠻大的。 

Q: 我在國外玩時，我就覺得說還要去他們的 I(INFORMATION)去蒐資料， 

   如果他可以給我一個 APP，我就可以透過那個來走一走。 

A: 可以預先導覽一下。看看這個點值不值得去。  

Q: 或許可以這樣，然後我覺得最後是有一個 AR的概念，像這裡以前是水道， 

   後面的防火巷以前是港道，現在走過去完全沒有感覺。 

A: 像後巷那邊貓咪很多。  

Q: 如果要讓觀光客知道這裡以前是清朝的，三百年前就存在的。後面他就畫著是水， 

   上次採訪前面那幾個，大概七、八十歲，他們說小時候後面的那個水， 

   那時候已經淤塞變成大水溝，他們在那裡跳來跳去。 

   那如果妳要讓遊客知道這個以前是這麼有趣的一個空間的話， 

   我覺得是需要透過現在有一點點科技的。像說他們的作業， 

   剛剛我就叫他們說調查妳們這一家是幾近幾落? 

A: 我們這邊蠻短的，二進一落。 

Q: 但是清朝時妳們家的後院妳從旁邊看。 

A: 我知道，有五進。 

Q: 所以現在聽說只有那間拆掉的有五進。 

A: 還有一間，就是二手家店那一間也是五進。這是五條港協會的陳老師跟我說的。 

   因為我們有聽說這附近還有一間五進，但我們不知道是哪一間。 

   上個月開會時就有問老師。 

Q: 所以就很有趣，像是每一家都有碼頭那時候，他後面就是港道。 

A: 這裡很早以前後面就賣給別人，所以他們後面是住家。 

Q: 應該是會賣給別人，因為這樣出入實在不方便。大概只有清代那時候貿易商的需求， 

   才會搞到那麼長。 

A: 以前他們後面就是當自家的住宿空間跟員工宿舍。 

Q: 妳們這裡如果走到五進，走到後面那裡是清朝划龍舟的地方。因為那是最深最寬的。 



A: 現在其實蠻難想像的。 

Q: 很難想像，所以我才想說透過一些 AR.VR的方式讓觀光客知道，或許就會讓這裡的 

   觀光客的旅遊是比較有質感的。 

A: 這樣感覺不錯。 

Q: 因為我在國外是看人家這麼做的。我就再想說這裡為什麼不能做呢。 

A: 因為台灣人現在沒有很習慣 AR.VR這種技術的東西， 

   可能也沒有很習慣旅遊時使用 APP這件事。但可能對於觀光客尤其是歐美的客人來說，  

   已經是很習以為常的事。 

Q: 做得最好的是柏林圍牆，因為它就是已經倒了，然後他現在就是為了記念說德國人， 

   所以妳只要一靠近，他就會跳出來。他會自動跳，讓我知道以前的圍牆是在哪裡。 

   但是它現在都夷平了。我是希望說台南這一區可以這樣子， 

   應該是說這裡是以前是台南、應該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地區。 

   因為它是貿易商，所以這一區就是靠水道。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妳們就是經營兩年多嗎 ? 

A: 快兩年。前年底，如果到今年九月、十月就是滿兩年。 

Q: 所以慢慢鳩將來就是會完全移走嗎 ? 

A: 應該不太可能，因為這個空間他跟地主就是房東承租的， 

   然後我們有點像是共同合作空間。我們其實也還蠻希望他們可以留在這邊。 

Q: 那您知道知道妳們的房東姓什麼 ? 

A: 姓邱。我記的有一次看到電費單上姓邱。 

Q: 因為他們這裡在清朝時姓許。 

A: 我知道，金華府是姓許的。 

Q: 然後許文龍也是住在這裡。 

A: 但姓邱的應該是老太太，所以老先生有可能姓許。但是老太太我只見過一面， 

   他有時會來巡視，他兒子會帶他來。 

Q: 所以他兒子還在對不對? 

A: 還在還在。 

Q: 我有點想問說，不見得是老太太，或許是他兒子，他們小時候住在這裡的樣子是什麼? 

A: 那如果要遇到房東可能要就藉由劉烽老師那邊，他們跟房東比較熟悉。 

Q: 因為我覺得除了現代之外在往前推，這個房子的故事才會有趣。 

A: 其實我們也蠻想知道的，比如說初四、初五的這段時間，我們有遇過一個人， 

   他是從中國來的，但他一進來手就是拿著視訊畫面就說是這間嗎 ? 你確定是這間嗎 ? 

   然後我就走到中庭去巡視，後來才跟我跟我的合夥人說，他跟他一個朋友來到台灣這邊 

   看這間房子是因為說他朋友的爺爺是在這間房子出生的。因為他朋友知道他要來台灣， 

   然後知道他要來台南，行程有要到這裡，所以拜託他來看看這樣。 

   然後拍了幾張照很開心交給他朋友看這樣。就有種尋根之旅的感覺。 

   他朋友沒辦法來可能是因為有事要忙，爺爺也可能已經過世了。 

   只是有聽過爺爺講過這個故事。 

Q: 好有趣喔!  

A: 但更多老故事的話可能要問陳老師或是里長。 



Q: 我就想說把這條街的小故事弄得很有趣。  

A: 但是蠻可惜我來這邊沒幾個月，累積的故事量還不夠多。     

Q: 因為我們有問過幾個老人家，大概八十幾歲，像西佛國的那個雕刻師傅， 

   你知道那個金華府裡面幾乎有一半以上的神像都是他雕刻的。 

A: 有聽說。 

Q: 所以這條街有這條街很可愛的故事。  

A: 其實很多故事之後就會慢慢、慢慢像那個我們過年遇到那個人一樣，把它慢慢復現。 

  



訪談照片精華紀錄： 

  

採訪前討論訪談內容 陳店長分享為何進駐神農街 

  

陳店長分享對神農街發展的看法 詢問有關這間老屋屋主的故事 

  

採訪過程紀錄照 陳店長界紹老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