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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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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要 

劉烽老師回憶老屋故事 

劉烽老師為聶樓前身-慢慢鳩木作生活的負責人，回憶起當初 2007 年和太太在神

農街散步立刻就愛上這裡的環境，就決定承租下來。當時還有另外一位夥伴暱稱黑蝸

牛，而會有慢慢鳩和黑蝸牛這個暱稱是因為當時在整修老屋之前隔壁 78 號原本是個森

林，裡面有很多的黑蝸牛及六隻斑鳩，因此兩人就各自取了暱稱，後來 78 號因為登革

熱的關係被政府強制清除，劉老師也曾和屋主談想連同隔壁一起承租，但因產權目前有

已經有十六人持有，要承租或賣掉得要所有人都蓋章才行，執行上相當困難，因此只好

放著。談到經營初期兩人一起去克服很多的困難，甚至說曾經房租都繳不太出來，還要

再去做裝潢來貼補。但後來還是無法克服現實的壓力，夥伴黑蝸牛決定找其他工作，創

作則當作興趣經營，剩下劉烽老師繼續經營，為了維持收支太太曾經營過疏食，劉老師

開始收學生教導木作，讓學生出主意，再由他指導技術上的困難，過程中劉老師自己也

是收穫良多，因為學生總是會有許多特別的創意。後來太太因身體狀況不好，時常要看

醫生，為了讓家人有好的生活決定搬來現在居住的地方。 

現在的慢慢鳩位於玉井的沙田里，這裡幾乎有 90%是由劉老師和太太利用別人不

要的木材打造而成，而原本神農街的店則承租給自己相當要好的朋友鄭老師的兒子來經

營，目前 76 號空間前半段由聶樓經營，後半段則是慢慢鳩展示藝文空間，中庭有個上

二樓的小樓梯是劉老師當時改建的，近期將會撤出讓鄭老師展示，後半段則繼續保留。 

https://www.facebook.com/DoveTail76/
https://www.facebook.com/tail.dove.7
https://www.instagram.com/explore/locations/234830407/-dove-tail/


✤訪談逐字稿： 

(烽-劉烽老師、蕭-蕭百芳老師、陳-陳雯宜老師、方-方子毓老師、王-王茗禾助理) 

烽：在 2007，那時候神農街好像還沒有太多工作室，我跟我太太去散步，就覺得晚上的時候

燈光很美，就覺得很喜歡那個地方 

蕭：現在問起來很多老住戶還有來的都是這麼說的！ 

烽：對！就是以前的氣氛比現在好很多，就是有一些住戶，就感覺上是很在地的，很像電影情

節的那種生活。就是有時候工作之餘就跟鄰居聊聊天啊，鄰居家裡有一些門壞掉，就會去

幫他們修一修，就是敦親睦鄰還蠻開心的。 

蕭：所以你是 2007才去的嗎?還是更早? 

烽：差不多(2007) 

蕭：所以是散步覺得那裡的環境還不錯，然後剛好 76號要出租。 

烽：對! 

蕭：那我看你的部落格有寫說之前(76號)有住了五戶人家嗎? 

烽：對!但是觀察出來的，不是真的有紀載，就是房子有些區塊牆壁的漆不一樣，就有個隔間

的痕跡，所以才看的出來有五戶人家。可能是一個家族，有三代的感覺。 

蕭：因為我們之後還會去採訪屋主！咦~屋主是在民權路對嗎? 

烽：對！ 

蕭：好像是叫金永珍，金紙行嘛? 

烽：對！好像叫金永發。 

蕭：對！金永發。 

烽：我今天才剛去繳房租 哈哈哈！房東太太人很好，跟我爸爸差不多年紀 80幾歲，她就覺得

說她親戚要租那個房子開餐廳，她捨不得讓給別人，因為她覺得我(自己)… 

蕭：很愛惜那個房子吧！ 

烽：她是說覺得我很憨厚老實啦！看起來比較腳踏實地 

蕭：是真的阿！ 哈哈哈 

烽：我不太會說話，不好意思! 

蕭：不會！所以你就是租了之後然後就自己整修嗎?因為我看你照片很多都是油漆什麼的都自

己來！ 

烽：對！其實我之前有個夥伴他算是更早去整修那個房子，然後他也是做木工型的、喜歡木工，

但他那時狀況營運的不是那麼好，後來我們就是一起努力。 

蕭：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一開始就叫黑蝸牛與慢慢鳩的原因嗎？ 

烽：對！就是一開始黑蝸牛我們都互相….就是我們到現在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我們就是一

起去克服很多的困難！甚至說曾經房租都繳不太出來，就是要再去做裝潢(貼補)，因為我

們有家庭嘛~就是做創作的部分不是那麼的容易。 

蕭：可以想像，在台灣 哈哈哈。 

烽：其實政府有一些想要支持我們，但是我們想說自己努力看看。 



蕭：如果說政府支持你們，是不是還要給他們一些…. 

烽：企劃書!要寫企劃書。聽說有一些行政的工作，我們也比較不懂…. 

蕭：對!我聽說是這樣，所以我聽很多人如果可以都不申請。 

蕭：所以黑蝸牛是因為跟那位夥伴開的所以才叫黑蝸牛。 

烽：對!他就用黑蝸牛當作他的作品的品牌，其實我們那個名子是有典故的！他會叫黑蝸牛就

是裡面(現在的聶樓)以前是一個森林然後裡面很多黑蝸牛。然後我會叫慢慢鳩是因為裡面

有六隻斑鳩。整個房子裡面還有隔壁都是森林的感覺，原本黑蝸牛就是一個廢墟，所以就

是很多動物在棲息，有很多樹木和昆蟲。 

蕭：所以你們進去 76號的時候是有很多樹的嗎? 

烽：主要是隔壁，總共有有五進，所以大概有 100坪！ 

蕭：是 78號呢還是 74號? 

烽：恩…78號!有五進!現在好像因為那時候登革熱的關係然後就有人請里長處理森林，所以

山貓就進去處理掉了，所以就沒有森林了， 

蕭：難怪陳店長跟我說這邊(78號這側)會有小樹長出來，她還帶我去看有一棵小樹長出來，

她就說是隔壁的種子跑過來，那時候實在聽不懂，現在你這樣講我聽懂了！就是真的後面

是森林這樣子。 

蕭：那你們這邊呢? 就是 76號這邊。 

烽：其實它牆壁都是共用的，所以會保留到現在也是因為如果你要整個重蓋，變成要內縮蓋自

己的牆，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不願意。 

蕭：我有聽說現在沒有一個人願意自己蓋，因為除了要內縮(側面)以外，前面的路面也要內縮，

所以才沒有人願意蓋。 

蕭：那我大概了解了！就是二進以後整個神農街那邊都是森林，因為我們有採訪太古他也是說

他們第二進很像廢墟的森林。 

蕭：所以你們黑蝸牛是你們看到這間房子後取的嗎？ 

烽：恩！對 

蕭：我以為你們原本就叫黑蝸牛。 

烽：沒有，就是比較即興的方式取的。 

蕭：那時候真是黑色的蝸牛嗎? 

烽：恩恩，對阿！ 

蕭：就是那個殼不算，那個肉是黑色的嗎? 

烽：其實那時候黑蝸牛有拍一些照片，現在可能還在二樓的倉庫，有一些整修前的照片。 

蕭：聽說你會去整理二樓，就是要全部退出來嗎?還是二樓由你們承租呢? 

烽：二樓現在聶樓的爸爸媽媽想要當一個畫室 

蕭：所以你會全部都退出來嗎? 

烽：會保留一樓的後面，其他就給他們用！ 

蕭：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回去找照片，可以傳給我們看！ 

烽：OK!可以!我近期會去整理二樓的空間，如果有照片再給蕭老師。 

蕭：因為我們如果出版書，或者幫房子安裝一個 QR Code，這樣人家比較能知道以前這段房子



故事的樣子！ 

烽：恩恩，好! 

蕭：很難想像以前都是蝸牛，原來就是這樣才叫黑蝸牛阿！ 

蕭：然後後來就是有加 76的藝文空間嗎? 

烽：對! 

蕭：那個應該是你們整修完後，開放人家來做展覽，然後以 76號為主。 

烽：恩恩。 

蕭：那個大概是什麼時候才開始開放? 

烽：應該是 2008還是… 

蕭：哦！所以就是一年後就加了 76號藝文空間囉? 

烽：對! 

蕭：那你們當初在整修的時候….我有看天空部落格一些照片，屋況是一進跟二進，就是我只

看到你們當時再塗油漆，看起來都還蠻乾淨的，所以是你們進去的時候就已經這麼乾淨了

嗎? 

烽：沒有!就有很多整修 

蕭：恩恩，因為我聽陳店長也是說，這個就是劉老師加強的，這個也是…. 

烽：其實好像整修了超過五年，幾乎每年都一直再弄，一直到最近我三年前來到這邊，也回去

了兩次，包括前棟的瓦片都已經快要掉了，鄰居來檢舉我才知道，趕快修理，哈哈！要不

然會砸到路人，這都我們自己修理。 

蕭：會砸到路人是前面臨路的那裡嗎? 

烽：對!就是前面臨路的瓦片都快要掉落了。 

蕭：難怪！因為我們最近一直都在採訪，不知道是哪一戶，好像是辛記藝品，他就說前幾天有

掉下來差點砸到人，只是不知道是哪一戶，不是你們家就是了，哈哈！ 

蕭：所以瓦片你們就自己翻修這樣嗎? 

烽：對！ 

蕭：陳店長說你好像有在弄一個鐵皮屋上去是保護瓦片嗎? 

烽：其實那時候其實後棟的漏水太嚴重，我們在後面工作已經很危險，有一次還電線走火，就

是漏水漏到插座一直聽到啪啪啪(電線走火的聲音)，然我我們就趕快關總開關，我們就趕

快跟屋主講，屋主就請人家處理。 

蕭：就是由她(屋主)來弄? 

烽：就是(尊重)她的意思，我們是很想保留，但是就沒有能力去弄，講真的是這樣! 

蕭：因為是除非全部重新換瓦嘛? 

烽：對!因為重新換瓦是很高的費用 

蕭：因為我們有採訪 75那棟，現在好像是華山文創，被他們買走了，他們有整修，把整個二

樓往上架，屋頂往上抬高並重新換瓦，他有說要 100多萬，很貴吧！ 

烽：對阿!很貴 

蕭：所以其他戶我知道 79是鄭道聰老師那戶，他們就直接蓋鐵皮，跟你們一樣，他是很想用

瓦，但是很昂貴。 



烽：其實用瓦片還是比較好看。 

蕭：而且會比較冬暖夏涼，不然鐵皮屋悶著很熱。 

烽：恩恩，對。 

蕭：所以你們是陸陸續續慢慢整修每一棟房子嗎?自己弄!我看照片是這樣 

烽：對。 

蕭：然後就兩個人嗎? 

烽：對!幾乎都是(我們兩個)黑蝸牛後來 2012年就退出了，(這間店)就變成慢慢鳩。後來不知

道為什麼我們阿南達瑪迦的中心要我過去幫忙。 

蕭：所以才來這裡嗎? 

烽：恩，就來到這裡! 

蕭：我們就想說你怎麼會選這個地方。 

烽：其實本來在神農街算是很好的狀態了，辛苦一段時間，終於很多學生來學木工。我們(阿

南達瑪迦)的負責人....因為我其實算是我們瑜珈中心的受益者，他就很希望我過來幫忙，

所以就舉家遷移到這裡。 

蕭：所以 2012變慢慢鳩，三年前 2015就來這裡。 

烽：恩，2015就來這裡。 

蕭：然後慢慢鳩是有三隻斑鳩 

烽：對! 

蕭：到底藏在哪裡我們去把它翻出來 哈哈! 

烽：其實已經… 

蕭：不見了嗎?那個不是你木刻的東西嗎?還是斑鳩是? 

烽：其實有雙重意義，就是鳩偉榫的鳩也是班鳩的鳩，我從以前就很喜歡荒野協會他們的一些

理念，就是比較嚮往大自然緩慢生活，然後就是慢慢的鳩! 哈哈哈 

烽：可是也很難啦!因為生活經濟是很大的壓力，到現在還是很忙! 

烽：有時候會有一些特別的際遇可以得到很多人的關心。 

蕭：我記得我們學生在兩年前好像曾經有採訪過慢慢鳩，那時候老師好像已經來這裡了，好像

是一位鄭店長，他有帶同學去看一張桌子，那時候剛好太陽花學運的時候，然後那張桌子

現在已經不在慢慢鳩裡面了。 

烽：對!在上海 

蕭：哦!已經在上海了哦! 

烽：其實那時候也很想要抒發一些內在的東西。 

蕭：因為那張桌子讓我們很深刻，因為他們交回來的東西都是那張桌子，都是在寫那張桌子，

然後覺得很難做，光把那個太陽花鑲進去…. 

烽：對!很多手工，做了一個多月。 

蕭：對阿，我後來看到它不見了，在上海表示很好!表示你有收入! 

烽：恩恩，對! 

蕭：黑蝸牛那個夥伴是因為狀況沒那麼好就離開了嗎? 

烽：其實在創作的過程，真的比較難有(收入)，後來他會離開也是因為結婚，就是有經濟壓力，



不能很隨心所欲。不過他現在很好，他有比較好的收入，其他時間也是繼續做創作，就是

不用為了賺錢做木工。像我還比較辛苦都還在為了賺錢做木工! 

蕭：但是樂趣還是比較多。 

烽：有有!還是很享受某部分創作的快樂。 

蕭：所以你自己一個人在慢慢鳩其實只有 3年，那時候學生有很多來學木工嗎? 

烽：我是 2013年才開始收學生。 

蕭：那你學生應該很多囉? 

烽：來到這邊就有一些斷層。 

蕭：對!因為比較不好找。 

烽：對!比較不好找。 

蕭：所以這邊就變純粹創作比較多嗎? 

烽：可能是現在還有一些裝潢的工作還要去做。 

烽：還好就是上個月長榮大學有邀請我們去上課，我想說這樣是一個收入，就是有一些穩定的

收入也不錯。 

蕭：上課是真的上課還是…? 

烽：就是實作的，他們很有趣的是他們想要用回收的木頭做創作，我就想說這樣也一個個蠻好

的收入來源。 

蕭：所以他是整學期的嗎?還是幾個禮拜? 

烽：好像總共是 2個階段有一批學生是 20個左右，就是他們選修有兩個階段，總共有 6週跟

5週，一次上 100分鐘(兩堂課)。 

蕭：那如果我們想邀你(演講)來不知道你願不願意呢? 

烽：好啊!非常想要有收入  哈哈哈! 

蕭：那如果講座呢?邀請你來演講 OK嗎? 

烽：OK!其實會做教學是因為做木工做到腰很酸，在教學的過程中我就可以休息一下，就不用

一直去接裝潢的工作。因為我比較喜歡屬於即興的幫人家做，所以有時候就是比較沒賺到

什麼錢，就是對自己過於完美，然後常常就是幫忙做到好 哈哈哈，但是還是有好的回饋!

有時候幫朋友做過了 5年，我剛好有需要他幫忙做平面設計，他就免費幫我做，就是 5

年後才得到回饋! 

蕭：我們有一個講座 2小時可以嗎? 

烽：可以! 

蕭：他的費用就是來講 2小時 3200元，OK嗎? 

烽：OK阿!這樣還不錯 哈哈哈! 

蕭：這個講座你可以講你以前在慢慢鳩怎麼教木，然後怎麼落實在地和社區作互動的概念。 

烽：好! 

蕭：太好了，我會常常請你來演講 哈哈哈! 

烽：其實我覺得創作是一種很大的滿足，其實我從 1989年就從事木工了，在早期就是沒辦法

生存，然後就是去打零工。因為有時候就是要去做裝潢的攤子，然後一邊創作。其實有很

多階段的時期，到後來接觸到我們阿南達瑪迦的因緣，心裡有比較定的感覺，就是看帶一



些低潮就是比較能去釋懷。 

蕭：聽說那是你太太喜歡靈修。因為聽其他人說是因為妳太太喜歡靈修才搬來這裡。 

烽：其實我比我太太更喜歡靈修，我剛認識我太太的時候我一天到晚都在打坐。然後我太太就

說：不用賺錢了是不是? 哈哈哈 

烽：其實要找到平衡(靈修和工作)很重要。 

蕭：因為從事藝術創作…. 

烽：生活也很重要!後來有一次姻緣看到聖嚴法師寫的一句話：及時努力，及時心安，我就把

它當我這十年來努力的目標。我要努力，我的心就可以很平靜這樣。 

烽：其實是一個很辛苦的過程，包括建造這裡。 

蕭：這裡也是妳自己建造的嗎? 

烽：幾乎 90%都是一個人。 

蕭：哇!好厲害，太厲害了! 

烽：我們這邊的鄰居(路過)都會說加油!加油! 哈哈哈 

烽：從人工整地到人工建造 

蕭：這個也是自己弄的水平嗎? 

烽：對! 

蕭：太厲害了! 

烽：然後那時候沒有錢就去砍竹子。一邊賺錢一邊整修大概兩年，我們建造園區大概花快六個

月，因為那邊有很多公關，這裡 90%是我一個人做的。 

蕭：一個人哦?好厲害哦! 

烽：有一些比較困難的就找我們國際志工來幫忙。 

蕭：哇!還有國際志工 

烽：對!就是我們園區有很多的國際志工幫我們農場工作。 

烽：比較克難啦!我們最近才搬離開這裡，我們之前是住在這個房間，一家人。 哈哈哈! 讓你

們看一下! 

(參觀現場環境) 

烽：我們剛開始就是只有一個洗手台就開始工作了，那時候還有學生來上課，那時候還是露天

的，我就跟他們說現在還很克難，他們還說沒關係我想學! 哈哈哈!r就很克難的來學 

蕭：那如果有人想學木工我就推薦來找劉老師。 

烽：好啊好啊! 

烽：這幅畫是我女兒畫的!因為她常常就是自己一個人想辦法自己打發時間，所以她有時候會

在紙箱畫畫，有時候在黑板這樣。 

蕭：因為你做木工要很專注呀!就沒時間理她。 

烽：對!但這也是教她學習做自己。所以她到現在都一直蠻獨立的! 

蕭：劉老師，所以像這個桌子也是你自己做的嗎? 

烽：對! 

蕭：而且你都會去找舊的物件再重拼。 

烽：對!這裡大概 90%都是回收的，包括鋁門窗全部都是舊的，這個有西是尺寸不一樣就不要



了 

蕭：所以你就全部再把它都起來就好了。 

烽：恩恩，特別這道牆是我和我太太一起搭的哦! 那時候颱風前一天趕快把它搭起來，就一天

就全部把它弄起來，都是鎖螺絲的!那時候都是很緊急的狀況，蓋這房子很驚險。 

蕭：這個房子，那邊有縫隙如果下雨會不會漏進來呢? 

烽：恩…最早不會，但最近有一些急降雨就會!所以就是要再想辦法做維護 

蕭：但是現在這樣很有藝術概念，因為它如果方方正正的就是一般蓋的房子，就沒有作品的感

覺。 

烽：其實有一些人進來就是沒有壓力的空間。它其實很多即興的東西。 

蕭：而且它能這樣子把它蓋著我也覺得很了不起。 

烽：其實一開始只有這兩個是最早的，本來是想一邊住一邊把工具拿出來，後來還是覺得下雨、

太熱問題很多後來就一直延伸，就慢慢長出來! 

蕭：所以現在的慢慢鳩那裡有一個門面聽說也是你到處撿門面把它湊起來的嗎? 

烽：其實它保留的部分比較多。 

蕭：它是保留原本的物件嗎? 

烽：就是只要是水藍色的部分就是原來的，其它兩側是有改過，就是中間和上面是保留的。 

蕭：然後那個推門是你弄得吧? 

烽：對! 

蕭：反正只要是水藍色就是原本的，其它是老師找廢棄的東西湊起來這樣就對了? 

烽：對!一直都很喜歡回收的概念，因為我爸爸是很勤儉的人，就是承襲我爸爸的勤儉克難 

蕭：而且會有另外一種味道。 

蕭：比如說這個桌子創作就是看你撿到的東西，看它是和怎麼做就怎麼做吧? 

烽：恩….對 就是有很多部分是先收起來等要做的時候再去找適當的材料 

蕭：它原本是門板嗎? 

烽：這個好像是地板和天花板! 

蕭：都是拼出來的嗎? 

烽：對!都是拼出來的，這個可能是好幾個房子湊合的。 

蕭：所以慢慢鳩裡面的桌子也都是這樣嗎? 

烽：對!我喜歡拼拼湊湊!修修補補。 

蕭：所以它其實有很多家的故事湊在一起。 

烽：對! 

蕭：這樣子很感動耶!你應該在每一張桌子寫它的由來這樣遊客進來它坐到那張桌子其實它是

有故事的!這樣還不錯耶! 

烽：恩恩 

蕭：我在慢慢鳩看到的房子都不一樣，都是你自己要怎樣做就怎樣做嗎? 

烽：對! 哈哈哈! 

蕭：除了那張比較長的是你重新做嗎? 

烽：哦~對在聶樓那邊! 



蕭：對!在顳樓那邊那張就是你自己的作品，其他就是用廢棄的漂流木，就是舊家具再重改。 

烽：大部分都是老房子拆下來的房子，不是舊家具！ 

蕭：有沒有是從原本 76號某些房子的部分拆起來呢? 

烽：有!有一些可能是窗戶或者磚塊，我有一個作品是清朝末年的磚塊，就是那個房子原本在

中庭，原本在一個天井的地面，那時候因為青苔會滑，觀光客常常滑倒，我們就把它拿起

來!它有些更大的尺寸。 

蕭：所以老師這也是你弄得嗎?就是在防潮，把它加高上去。 

烽：對!就是想說睡覺的地方不要太濕。因為它這個有地氣，尤其是下雨的時候很潮濕。 

蕭：所以這些也都是每一戶人家的天花板或地板拼的嗎? 

烽：對! 

蕭：哇!你做的都好有故事哦! 

烽：對阿，就是老窗拼拼湊湊 

(到一旁的房間參觀) 

烽：妳知道這這房子為什麼要做這個斜度嗎? 

蕭：比較有意思吧! 

烽：其實會做很多斜度是因為這個材料是很強壯的，所以就是想辦法做一些斜度來抗颱風。 

蕭：哦!原來是這樣哦! 

烽：它(斜度)會是一個阻力 

蕭：就好像有一些鋼骨結構是需要交錯。 

烽：對!就是有一些打叉叉的這樣比較穩固。 

蕭：哦!原來自然是可以這樣用的!好好玩! 

烽：因為有些不需要很強壯的鋼材就會用斜度。 

蕭：所以神農街鄭道聰老師說因為它(房子)主要的梁是相通的，好像 4~5間，所以它在搖的時

候就不容易倒，如果是單一間它就容易倒。所以他說 921地震的時候他以為神農街倒光了

他跑來都沒倒，它就是類似這樣子的結構， 

烽：就是透過串聯、搭接讓它變成共同體。 

烽：目前都還是蠻簡陋的。 

蕭：不會啦!住這樣有住這樣的樂趣 

烽：到螢火蟲的季節，睡覺的時候就會看到螢火蟲在上面，因為我們都沒有紗窗，每個房間都

可以看到螢火蟲在那邊閃阿閃，有時候還會飛進來房間。 

蕭：好棒哦!這樣可以當民宿了。可以開放螢火蟲季當民宿 

烽：可是現在民宿要合法才可以。 

蕭：所以你可以找好朋友來住。 

蕭：老師,像慢慢鳩的桌子你大概都收集多久才做? 

烽：不一定耶! 

蕭：那是最後才會變成現那些桌子嗎?因為(聶樓)店長她說要保留你的風格，但是她就是會移

來移去。 

烽：對！其實就有時候有人要展的時候就做一張。 



蕭：慢慢鳩一開始是沒有營業餐點的，後來才加入的嗎? 

烽：後來才加入的!其實是我太太對於瑜珈疏食想要分享去推廣比較疏食，理想跟現實落差很

大，其實不容易。 

蕭：所以後來是由你太太開始賣瑜珈疏食? 

烽：對! 

蕭：什麼時候是跟鄭老師她們一起合作的呢? 

烽：就是我們來玉井，因為我們夫妻一起來就沒辦法在那邊經營。 

蕭：所以跟鄭…應該叫畫家嗎?原本就有認識嗎? 

烽：對!我太太的畫畫老師，20幾年前學的。 

蕭：原來是有認識!因為陳店長跟我說你們讓她們經營的條件就是老房子一定要保留不可以動! 

烽：對!她們也是很愛老房子。 

蕭：恩恩,她就跟我說整修要花很多錢。 

烽：她的兒子是玩音樂。 

蕭：畫家嘛。 

烽：恩恩,一個是學心理的!都還蠻注重文化的保留。 

蕭：所以他有 3個兒子嗎? 

烽：2個，有一個喜歡畫畫跟音樂，另一個喜歡心理學跟畫畫。 

蕭：哈哈哈!懂了!現在在顧店的是喜歡心理學跟畫畫的那個。 

烽：他也喜歡攝影，就是爸爸媽媽給小孩很大的資源。所以他們就有一些才華。 

蕭：他們也把那裡(聶樓)整理的很好! 

烽：最主要我們也想說可以讓很多年輕人可以進進出出。 

蕭：他最近還好，我們最近去過好多次都還是有人來。 

烽：是沒什麼賺錢，很辛苦在維持!我們那時候也是。 

蕭：我就跟他們說他們的餐點比較低(價格)比太古低很多 

烽：因為太古他們偏向酒吧。 

蕭：對!太古還有另外一間咖啡館，同樣的飲料真的低蠻多的。所以陳店長她就想說應該來漲

價，要維修房子。 

蕭：我是覺得可以啦!就是可以讓人家捐獻也可以呀!就是我要整修房子，如果你支持我的話就

可以 5塊 10塊也好啊!不然她說每次要整理，露水很嚴重，她就說要花很大的錢。 

烽：恩恩。 

蕭：那老師當時在黑蝸牛的時候就是把它當工作室嗎? 

烽：恩恩,是! 

蕭：然後就有學生來嗎? 

烽：那時候野蠻特別的，因為我也沒有一套課程或一套理念，因為我從以前就是學很多各式各

樣的木工技術，我就想說要怎麼去教學生，後就想到說讓學生來設計我教你怎麼做，那我

就不用去想設計。結果反應很熱烈耶!就是學生都喜歡設計。就是請他們需要做什麼先畫

草圖，然後老師幫你克服技術的難題，其實學生也在教我，就是會想你怎麼想這麼奇怪的，

變成老師要去克服那個技術，有一些很特殊的榫接方法，或者根本就是歷史上沒有記載的



一些榫接方式，他們都想得出來，哈哈哈! 

蕭：我有一次採訪永川大轎的王永川，那個榫接很複雜耶! 

烽：恩，有一些很複雜!  

蕭：老師你全部都是榫接嗎?都不用釘子? 

烽：對! 

蕭：很厲害耶!這樣要想很久 

烽：恩恩 

蕭：那如果同學設計一個圖案，你把他教到做出來，這樣收費多少呢?因為我們有一堆同學室

友想法的。 

烽：我們一套課程是 8堂課，一次六小時，如果技術的部份一個作品有些人一堂課 6小時就可

以做好，但有些人他的邏輯概念沒那麼好，就會花比較多時間才會好，但也是一種邏輯的

學習。可能就花 4堂課 5堂課就做一個作品。也有人花 8堂才做一個作品，就是我是比較

喜歡讓他們從 0開始，這樣他們獲得的比較多，因為那個作品是他們的，不是老師的。從

這個學生的獲得我也很開心，因為有些人做完一個作品整個人都開朗了，就是很多希望。

就是我們很多學生會打開他們內在的一些壓抑。 

蕭：就是藉由這個抒發掉了。 

蕭：所以那時候在黑蝸牛收學生有多少人? 

烽：那時候開班的時候就是慢慢鳩。黑蝸牛是我那時候夥伴做的品牌，啊我那時候就是用慢慢

鳩。 

蕭：所以黑官牛的時候你也在嗎? 

烽：對!但那時候還沒有太多機會做創作。那時候就是有裝潢工作就去做。所以黑蝸牛那時候

是這樣。 

蕭：就是以你的夥伴為主對吧? 

烽： 對!那時候他一直很抗拒做裝潢這件事，他理想比較純粹就是我想做創作。我就是要養家，

所以沒辦法。 

蕭：那時候他做的作品就是在前面展示嗎? 

烽：對!就是在前面展示。 

蕭：生意不好嗎? 

烽：生意很不好! 

蕭：那時候神農街生意也很不好吧? 

烽：對!有時候還掛 0(生意)，蠻慘的! 

蕭：所以稱了很多年耶，2008才開張撐了 4年耶! 

烽：恩恩!撐了 4年! 

蕭：但是你到慢慢鳩就變好了! 

烽： 其實 2006就開始了，那時候很多朋友在那邊畫畫，就是比較隨興，沒有什麼太多的人去

注意，到了 2008老屋再生! 

蕭：對阿你們是老屋欣力第一批的。 

烽：對!就是報導之後才被人注意。 



蕭：那你們展覽空間租出去都是哪一些人來租呀?還是你們的朋友呢?因為我看還有跟 57號一

起，我記得本來是兩個女生住，然後現在畢業之後就變成許藏春故居。 

烽：對!因為房東收回去了。 

蕭：哦!是房東收回去了 

烽：57那個朋友他們也是很理想，就是他家人反對，其實我們有一種很堅韌的韌性在那邊存

活，很不容易! 

蕭：真的很不容易!還好慢慢鳩後來比較好了。 

烽：其實也沒有!就是還活著啦 哈哈! 

蕭：那時就是因為還有裝潢工作所以才活著嗎? 

烽：對!我現在也開始想做綠建築，因為蓋這裡的關係。 

蕭：你這間也算綠建築吧! 

烽：對!這間比較像回收的概念。 

蕭：如果還能回收雨水再循環利用就是了! 

烽：恩恩!反正有一個開始人家知道，人家知道後透過朋友介紹，像現在在南溪就有一個案子，

有要做類似木結構的房子，因為他有拿到農村再生的補助，他就想要去實現一些東西。 

蕭：想要問老師在 76號最感動的事情是什麼? 

烽：沒有特別去想耶! 

蕭：反正就是做木工!那時候鄰居都很好吧? 

烽：以前那時候跟三龍牌最好，那時候他們在早期聽說有 28個元東，到 2008的時候好像剩下

2~3個，然後他們其實常常沒事做就在外面聊天，然後我們有時候也是沒事做，哈哈哈!

大家就在聊天 

蕭：所以他們是 78號那間嗎? 

烽：他們 80號! 

蕭：78號一直都沒人。 

烽：恩恩，一直都沒人才會變森林。 

蕭：這好有趣哦! 

烽：其實我們那時候也很信奉，它有一些牌樓還在，然後就是登革熱那時候就是全部弄掉了，

以前中間還有牌樓好像因為姓王寫王祠。我們常常在圍牆上觀賞隔壁的斑鳩有一些景觀還

蠻好看的。 

蕭：所以你說的斑鳩是真的斑鳩嗎?我以為是你雕刻的。 

烽：真的!有一種鳥叫斑鳩! 

蕭：恩恩，所以真的有斑鳩囉? 

烽：真的!這是在都市很不可能的。像我們這邊生態也是很特別，螢火蟲季節從 4月到 10月都

有，品種也很多，還有蜻蜓。就是有森林有樹就有動物。 

蕭：所以隔壁那時候有斑鳩應該也有蝴蝶或其他生物。 

烽：蝴蝶一直都有! 

蕭：這樣就變成你家院子耶! 

烽：對!這裡也是呀!常常就有很多飛蛾、蝴蝶、蟬。 



蕭：住在這裡人會比較健康。 

烽：其實會來這邊是因為我太太的肺部只有一般人的一半。所以她在都市常常會呼吸不過來，

所以來這邊才得到健康的生活。不然在都市賺的錢一直都是在看醫生。看中醫、看西醫看

什麼神醫,哈哈。後來才發現是空氣! 

蕭：所以來這邊都好了!那我們跟人家說如果過敏就要來鄉下! 

烽：真的!之前就是有台北的學員來參加我們的活動，我們裡面有辦一些排毒營，她的皮膚就

是一直呈現過敏的狀態，然後她很訝異來到這裡睡一天之後過敏就好了!就短暫的好，可

能再回去台北就又發作了! 

烽：其實過敏體質很多都是因為空氣、食物。 

蕭：你們家 74號以錢是在做什麼用呢? 

烽：倉庫，就是以前是金華府他們廟裡的東西。 

蕭：他們就是現在把它打通變成神農文創市集。 

蕭：你們家很好玩耶，陳店長帶我們去看你們家後面以前是 5進，現在是 2進，第 2進和後面

的店家都是用一塊布圍起來而已。 

烽：其實我們那時候都很好心，因為那塊地其實是我們的，然後他們晾衣服很喜歡晾在那裡我

就想說算了!就一直到 10幾年他們都是在那邊晾衣服。 

蕭：所以感覺上你們後面那邊是有重新改建過嗎? 

烽：廁所有搭，早期廁所是在天井的位子。 

蕭：我們對你們一樓比較好奇的是，人家一樓樓梯都在旁邊，你們家在正中間。 

烽：聶樓咖啡嗎?因為他們以前貿易上面是倉庫然後會從中方型的口把貨物做上下的動作，屋

頂的梁還看的到那個繩索，以前可能沒有五金，他們都是用繩索，所以那個梁都被繩索弄

到有凹痕了。 

蕭：所以就是從中間那個洞下來嗎? 

烽：對!樓梯不是那個位子，樓梯那時候黑蝸牛的時候就已經改掉了。 

蕭：原本應該是側邊吧! 

烽：對!原本是在這邊，其實我們會木工也很容易改啦!後來就因為展覽空間就把它消失掉，後

來就是從正方形的缺口上去拿東西，現在也是倉庫的狀態。 

蕭：那你們怎麼爬上去?用長長的梯子嗎? 

烽：對!用長長的梯子!然後舊稱上去 

蕭：我們以為是梯子的位子才想說真奇怪怎麼在那邊!所以照道理其實是隔壁那間金華府在這

一側所以你們梯子應該在這一側。 

烽：梯子應該在右後方。 

蕭：現在在放木桌子的那一間應該改建過了，那間應該不是清朝的。就是現在放很多桌子的第

二進。 

烽：哦!第二進! 

蕭：對!應該民國 50年代再建的吧!因為那個看起來是磚塊不是木板。 

烽：感覺上應該是有重蓋，在日日時期蓋的，但牆還是清朝的。 

蕭：因為那邊(後段)採訪起來好像都是日治時期發現的 



烽：哦!對後段。 

蕭：大家好像都改建後棟，因為後棟比較容易壞。 

烽：比較不通風，前面比較有風。 

蕭：再來就是前面是四家連一起的所以比較不容易壞。 

烽：後面都是位置不太一樣所以就比較容易壞。 

王：老師你知道聶樓進去右手邊有一個門! 

蕭：那個跟 74號連著的，你們來的時候就填起來了嗎? 

烽：對!那個看得出來歷史悠久的，聽說是以前早期是做貿易的富有人家，然後可能有親戚關

係所以就開一個方邊吃飯。後來填補起來可能超過 200年了，看那個磚塊的歷史應該是差

不多，差沒有多久，感覺還是很早期的。 

蕭：看那個磚塊是很早期的。 

烽：而且很矮 

蕭：因為那時候人比較矮，哈哈! 

烽：那時候應該是還沒有民國的時代。 

王：所以那不是建房子的時候就打通的嗎? 

烽：應該是清朝那時候蓋的時候是連通的，後來可能親戚吵架就塞起來。 

蕭：也有可能是賣了，就是做生意失敗就得賣了。 

陳：老師,您看過 76號的第 3進、第 4進、第 5進嗎? 

烽：有!我們都去修理家具阿!哈哈 

蕭：所以後面你們都認識嗎? 

烽：都認識呀! 

陳：都是前面的親戚嗎? 

烽：沒有!那個都後來賣掉了，他們那裡住了 40~50年，沒有住很久。 

蕭：那個可能是那個第一代姓許什麼的，那邊都姓許的，後來過給一個姓吳的，所以你的房子

現在是姓吳的。 

烽：是嗎? 

蕭：太太不姓吳，但她先生姓吳。 

烽：哦!真的嗎?這我不知道，因為邱銀子是我的房東。所以他先生姓吳。 

蕭：所以你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把後面賣掉了嘛，搞不好他們原本一樣是姓吳。 

烽：沒有!他們也不是那裡的人哦!他們是買得，他們好像是大概買 20年，她們會買那邊好像

是因為做金紙，妳可以去採訪她看看，因為我是聽說他們是後來買的，他們好像是想說放

金紙的倉庫，後來不知道為什麼都沒有用。 

蕭：所以你去的時候你覺得是有五戶人家，因為那個牆壁有五戶住再那裡。其實我能理解，因

為以前人比較窮，所以小小戶就住五戶。 

烽：對阿!像我們這裡就睡 4個阿!哈哈 

蕭：隔壁那個森林舞禁都沒人去住就對了? 

烽：對!不知道! 

蕭：所以你也沒有看過那個屋主是誰嗎? 



烽：有!也是住附近，但他們屋主有 18個人!我認識其中一對夫妻 

蕭：那他住哪裡我們可以去採訪。 

烽：他們有一些住海外，因為她先生是日本人，所以不是跟在地有很親密。 

蕭：所以他現在年紀很大了嗎? 

烽：60~70歲左右 

蕭：那也還好! 

烽：因為之前就是試著有跟他們問說要不要租。 

蕭：因為你們想過去弄嗎? 

烽：對!就是租下來過去幫忙整理。他們說很多人 18個人持有，他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要租

也很難租，因為要 18個人同意。 

蕭：那 18個人有些不一定走了，還要找小孩。那都很麻煩 

烽：對!很複雜。 

蕭：所以只好眼睜睜看著登革熱把它掃光了。所以他原本是很有錢還有牌樓 

烽：對! 

蕭：老師如果你有不小心拍到那裡的照片，麻煩再給我們。 

烽：好!我找找看，我也問看看黑蝸牛那邊有沒有電腦存檔。照片的部分記得沒有丟，很多東

西記得都捨不得丟，但是也都沒有好好保存，就是堆在某個箱子 

蕭：因為我們想讓大家認識這條街，因為它是 1752年清朝地圖上就有看到這條街了。 

烽：這樣是幾年了? 

蕭：360幾年了，而且是已經建街了! 

烽：是台南最早的嗎? 

蕭：赤崁樓那邊更早的。 

烽：可是街屋應該是最早的! 

蕭：水仙宮我最近看資料是 1724年蓋的，它的前面都是海，所以沒有神農街，慢慢淤泥過了

40年才有神農街出來。所以最早應該是民權路那條。但是神農街也算夠早了!所以如果有

那些照片那就太棒了! 

烽：就是可以有一些對文化的記憶 

蕭：而且我們會願意做是因為那個區域是台灣一個蠻特別的地方，前面是街道後面是馬頭，每

一戶人家。 

烽：那個照片都有嗎? 

蕭：沒有! 

烽：好可惜哦!因為都只看到文字而已。 

蕭：現在採訪西佛國的蔡先生，因為他年紀夠早 

烽： 哦!我們跟他很好 

蕭：然後他就說他們小時候都在後面，他們後面是北勢港跳來跳去，裡面還有魚，然後他們就

很希望我們去把原本港道的寬度架兩隻竹竿讓人家知道港道多寬。然後前面就是馬頭，你

們家要到五進後才是馬頭。很特別! 

烽：其實西佛國老先生他很有心 



蕭：對阿!他還跟我說妳太晚來了，他說破壞很多。 

烽：他是一個非常友善的長者，他很照顧我。 

蕭：對!他也很照顧我們。然後辛記老闆是很想把它弄起來，他覺得應該要叫台灣第一街。它

曾經是臺灣最繁榮的一條街，因為它是教商貿易的場地。 

烽：現在我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娃娃機。 

蕭：對!我們會進來做就是因為娃娃機太多，看不過去才會去申請計畫。 

烽： 對啊!就是蠻可惜的 

蕭：它最興盛的時候販賣機有 10台，現在是有 2間娃娃機店，希望娃娃機趕快退潮。一個古

街這樣很怪! 

烽：對阿! 

方：請教老師，神農街房子很長，像五進都是靠天井來採光，但因為最近空汙比較嚴重，有些

老屋改造過程會把天井蓋起來，所以想請教老師對於這些改造有什麼想法。 

烽：其實天井的採光，可能會引進風，所以天井是簍空得比較好。 

蕭：對!但現在很多戶都把它蓋起來，我們採訪到的。 

烽：真的哦!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是一直掙扎，很想保留住，但有下雨積水的問題，所以後來有

想辦法把雨水減少，還有熱的部分就種雞蛋花，後來發現很舒服，有採光、自然風，尤其

我們最近有一些音樂會，氣氛很好。如果為了裝冷氣把它變成室內蠻可惜，現在很多都變

成裝冷氣的作用。 

蕭：像西佛國的蔡老師他們就有蓋起來，太古沒有做就覺得很舒服，太古那間酒吧還沒有蓋起

來。 

王：老師，你們木材的取得是有用砍得嘛，還是都用廢棄的呢? 

烽：中南部有很多因都市更新拆除的，有一些專門在拆除的，而我們認識回收場的那些人。 

蕭：哦!所以他們會回收回來的問你們要不要嗎? 

烽：恩恩,對!我們也會去看看有沒有需要。其實你們可能不知道舊木料的價值比較高。 

蕭：對!因為它是好的材質，現在都是三合板 

烽：恩恩,最重要的是它穩定性高，在先進國家他們舊木料的價格比較貴，而且是比新木柴貴

好幾倍，但在台灣沒有這個認知，比如做一個樂器它是越老的木頭越有價值，像小提琴或

吉他，它如果是用 100年的木頭做的，價差可能 100倍，因為越老的木頭穩定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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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採訪前拍攝外環境 圖二：採訪過去老屋樣貌 

  

圖三：劉老師分享改造過程趣事 圖四：劉老師分享房屋結構 

  

圖五：採訪並記錄畫面 圖六：劉老師分享老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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