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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遊街開幕 南臺科大歡迎大家來賞燈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90122 14:20:09) 

    
2019 豬年神農街花燈展開幕
邀請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二
排左五)、林朝成委員(二排右
四)、林寶安委員(二排右二)、
鄭道聰創會會長 (二排右
三)、曾國棟執行長(二排左三)
與校內師生、住戶及計畫團隊
大合影 

由五條港文化會館當前導的
提燈遊街團 

南臺科大校友所組成的南星
民謠吉他社為活動做開場表
演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與台南
市文化協會鄭道聰創會會長
共同進行取燈儀式 

 
繼去年開啟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合辦的「狗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獲得住戶好評，南臺科技大學再度於日前
由盧燈茂校長率領教育部「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師生，為「2019 豬
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盛大開幕，兌現了在狗年許下豬年再見的承諾。相較於狗年的 10 戶參與，今年在
住戶的熱情相挺下，躍昇為 26 戶，客製化的花燈數高達 150 顆。 
今年更獲得位於神農街 57 號許藏春故居的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新盟友的參與支持，是南臺科大通識
教育中心長期經營神農街文化底蘊的展現，也是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在地創生的最好證明。 
為了呼應住戶的熱烈參與，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也史無前例的招募到 68 位同學，經與住戶們的相見歡
活動後，同學們就展開花燈彩繪的自主學習課程。為期一個多月的努力，同學們透過 Line 群組來討論與
設計花燈內容，住戶也因此與同學建立深厚情誼，經常陪伴他們熬夜彩繪，共同孕育專屬於神農街住戶特
色的祈願花燈，例如有舊式大喇叭的留聲機，就知道是專屬 68 號周董二手百貨的花燈；有著粉膚色紅字
外觀那就是 66 號養樂多爺爺家的花燈；還有著店名字母與可愛恐龍圖像的就是 73 號 OH YEAH 的花燈，
使得神農街呈現處處是驚喜，更是豬年元宵花燈展的特色。 
計畫團隊別出心裁，將於神農街口設置由產設系學生製作高 160 公分的大豬座燈當主視覺外，53 號與 56
號的神農街段將拉出燈廊作燈展的入口意象，就連 51 號與 53 號間通往北勢港遺址的側巷，也有同學精
心畫出往昔港道景況的花燈，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精彩可期。 
有老屋故事性的花燈展，在計畫團隊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共創的 79 號五條港文化會館前，由盧燈茂校長與
鄭道聰創會會長將會館花燈交予繪製的同學而揭開序幕。隨後在盧校長帶領下，鄭道聰創會會長與教育部
USR 計畫辦公室林朝成委員、林寶安委員，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曾國棟理事長、林建農常務理事以及
跨場域的計畫團隊成員還有住戶們， 與 60 位同學們一同提著自己彩繪花燈遊街發傳單，沿路告知市民朋
友與遊客們神農街豬年花燈展的喜訊，最後在五條港文化會館掛上並點亮豬年彩繪的第一組花燈，正式宣
告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的到來。 
計畫團隊為這次燈會設計五連發活動，除了 1 月 20 日的開幕點燈，也在 1 月 26 日起長達 4 週的燈會期
間規劃了「神農街花燈按讚投票抽大獎」、「猜猜神農燈謎同樂趣」、「上吧!水牛伯神農街區遊戲」和「做
伙來看老宅掃 QRCODE 看故事」，更將於 2 月 17 日發放精心設計的豬年小提燈，來引導遊客認識神農街。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表示，神農街是臺南最古最美的老街，放眼望去有古樸迷人的氛圍，很適合闔家大小
來此漫步，歡迎大家在過年期間做伙來神農街看花燈、提燈籠，參與五連發活動，跟著燈展一起穿越時空，
感受神農老街的迷人風采。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48359.aspx#.XEe4TFUza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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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遊街開幕 南臺科大歡迎大家來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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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去年開啟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合辦的「狗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獲得住戶好評，南臺科技大學再度於日前
由盧燈茂校長率領教育部「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師生，為「2019 豬
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盛大開幕，兌現了在狗年許下豬年再見的承諾。相較於狗年的 10 戶參與，今年在
住戶的熱情相挺下，躍昇為 26 戶，客製化的花燈數高達 150 顆。 
今年更獲得位於神農街 57 號許藏春故居的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新盟友的參與支持，是南臺科大通識
教育中心長期經營神農街文化底蘊的展現，也是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在地創生的最好證明。 
為了呼應住戶的熱烈參與，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也史無前例的招募到 68 位同學，經與住戶們的相見歡
活動後，同學們就展開花燈彩繪的自主學習課程。為期一個多月的努力，同學們透過 Line 群組來討論與
設計花燈內容，住戶也因此與同學建立深厚情誼，經常陪伴他們熬夜彩繪，共同孕育專屬於神農街住戶特
色的祈願花燈，例如有舊式大喇叭的留聲機，就知道是專屬 68 號周董二手百貨的花燈；有著粉膚色紅字
外觀那就是 66 號養樂多爺爺家的花燈；還有著店名字母與可愛恐龍圖像的就是 73 號 OH YEAH 的花燈，
使得神農街呈現處處是驚喜，更是豬年元宵花燈展的特色。 
計畫團隊別出心裁，將於神農街口設置由產設系學生製作高 160 公分的大豬座燈當主視覺外，53 號與 56
號的神農街段將拉出燈廊作燈展的入口意象，就連 51 號與 53 號間通往北勢港遺址的側巷，也有同學精
心畫出往昔港道景況的花燈，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精彩可期。 
有老屋故事性的花燈展，在計畫團隊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共創的 79 號五條港文化會館前，由盧燈茂校長與
鄭道聰創會會長將會館花燈交予繪製的同學而揭開序幕。隨後在盧校長帶領下，鄭道聰創會會長與教育部
USR 計畫辦公室林朝成委員、林寶安委員，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曾國棟理事長、林建農常務理事以及
跨場域的計畫團隊成員還有住戶們， 與 60 位同學們一同提著自己彩繪花燈遊街發傳單，沿路告知市民朋
友與遊客們神農街豬年花燈展的喜訊，最後在五條港文化會館掛上並點亮豬年彩繪的第一組花燈，正式宣
告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的到來。 
計畫團隊為這次燈會設計五連發活動，除了 1 月 20 日的開幕點燈，也在 1 月 26 日起長達 4 週的燈會期
間規劃了「神農街花燈按讚投票抽大獎」、「猜猜神農燈謎同樂趣」、「上吧!水牛伯神農街區遊戲」和「做
伙來看老宅掃 QRCODE 看故事」，更將於 2 月 17 日發放精心設計的豬年小提燈，來引導遊客認識神農街。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表示，神農街是臺南最古最美的老街，放眼望去有古樸迷人的氛圍，很適合闔家大小
來此漫步，歡迎大家在過年期間做伙來神農街看花燈、提燈籠，參與五連發活動，跟著燈展一起穿越時空，
感受神農老街的迷人風采。 
http://tn.news.tnn.tw/news.html?c=6&id=13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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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遊街開幕 南臺科大歡迎大家來賞燈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9/01/22 14:20  

 

 

繼去年開啟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合辦的「狗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獲得住戶好評，南臺科技大學再度於日前
由盧燈茂校長率領教育部「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師生，為「2019 豬
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盛大開幕，兌現了在狗年許下豬年再見的承諾。相較於狗年的 10 戶參與，今年在
住戶的熱情相挺下，躍昇為 26 戶，客製化的花燈數高達 150 顆。 
今年更獲得位於神農街 57 號許藏春故居的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新盟友的參與支持，是南臺科大通識
教育中心長期經營神農街文化底蘊的展現，也是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在地創生的最好證明。 
為了呼應住戶的熱烈參與，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也史無前例的招募到 68 位同學，經與住戶們的相見歡
活動後，同學們就展開花燈彩繪的自主學習課程。為期一個多月的努力，同學們透過 Line 群組來討論與
設計花燈內容，住戶也因此與同學建立深厚情誼，經常陪伴他們熬夜彩繪，共同孕育專屬於神農街住戶特
色的祈願花燈，例如有舊式大喇叭的留聲機，就知道是專屬 68 號周董二手百貨的花燈；有著粉膚色紅字
外觀那就是 66 號養樂多爺爺家的花燈；還有著店名字母與可愛恐龍圖像的就是 73 號 OH YEAH 的花燈，
使得神農街呈現處處是驚喜，更是豬年元宵花燈展的特色。 
計畫團隊別出心裁，將於神農街口設置由產設系學生製作高 160 公分的大豬座燈當主視覺外，53 號與 56
號的神農街段將拉出燈廊作燈展的入口意象，就連 51 號與 53 號間通往北勢港遺址的側巷，也有同學精
心畫出往昔港道景況的花燈，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精彩可期。 
有老屋故事性的花燈展，在計畫團隊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共創的 79 號五條港文化會館前，由盧燈茂校長與
鄭道聰創會會長將會館花燈交予繪製的同學而揭開序幕。隨後在盧校長帶領下，鄭道聰創會會長與教育部
USR 計畫辦公室林朝成委員、林寶安委員，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曾國棟理事長、林建農常務理事以及
跨場域的計畫團隊成員還有住戶們， 與 60 位同學們一同提著自己彩繪花燈遊街發傳單，沿路告知市民朋
友與遊客們神農街豬年花燈展的喜訊，最後在五條港文化會館掛上並點亮豬年彩繪的第一組花燈，正式宣
告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的到來。 
計畫團隊為這次燈會設計五連發活動，除了 1 月 20 日的開幕點燈，也在 1 月 26 日起長達 4 週的燈會期
間規劃了「神農街花燈按讚投票抽大獎」、「猜猜神農燈謎同樂趣」、「上吧!水牛伯神農街區遊戲」和「做
伙來看老宅掃 QRCODE 看故事」，更將於 2 月 17 日發放精心設計的豬年小提燈，來引導遊客認識神農街。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表示，神農街是臺南最古最美的老街，放眼望去有古樸迷人的氛圍，很適合闔家大小
來此漫步，歡迎大家在過年期間做伙來神農街看花燈、提燈籠，參與五連發活動，跟著燈展一起穿越時空，
感受神農老街的迷人風采。 

https://times.hinet.net/topic/2219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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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遊街開幕 南臺科大歡迎大家來賞燈 
中央社／ 2019.01.22 14:23  

  

繼去年開啟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合辦的「狗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獲得住戶好評，南臺科技大學再度於日前

由盧燈茂校長率領教育部「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師生，為「2019 豬

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盛大開幕，兌現了在狗年許下豬年再見的承諾。相較於狗年的 10 戶參與，今年在

住戶的熱情相挺下，躍昇為 26 戶，客製化的花燈數高達 150 顆。 

今年更獲得位於神農街 57 號許藏春故居的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新盟友的參與支持，是南臺科大通識

教育中心長期經營神農街文化底蘊的展現，也是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在地創生的最好證明。 

為了呼應住戶的熱烈參與，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也史無前例的招募到 68 位同學，經與住戶們的相見歡

活動後，同學們就展開花燈彩繪的自主學習課程。為期一個多月的努力，同學們透過 Line 群組來討論與

設計花燈內容，住戶也因此與同學建立深厚情誼，經常陪伴他們熬夜彩繪，共同孕育專屬於神農街住戶特

色的祈願花燈，例如有舊式大喇叭的留聲機，就知道是專屬 68 號周董二手百貨的花燈；有著粉膚色紅字

外觀那就是 66 號養樂多爺爺家的花燈；還有著店名字母與可愛恐龍圖像的就是 73 號 OH YEAH 的花燈，

使得神農街呈現處處是驚喜，更是豬年元宵花燈展的特色。 

計畫團隊別出心裁，將於神農街口設置由產設系學生製作高 160 公分的大豬座燈當主視覺外，53 號與 56

號的神農街段將拉出燈廊作燈展的入口意象，就連 51 號與 53 號間通往北勢港遺址的側巷，也有同學精

心畫出往昔港道景況的花燈，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精彩可期。 

有老屋故事性的花燈展，在計畫團隊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共創的 79 號五條港文化會館前，由盧燈茂校長與

鄭道聰創會會長將會館花燈交予繪製的同學而揭開序幕。隨後在盧校長帶領下，鄭道聰創會會長與教育部

USR 計畫辦公室林朝成委員、林寶安委員，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曾國棟理事長、林建農常務理事以及

跨場域的計畫團隊成員還有住戶們， 與 60 位同學們一同提著自己彩繪花燈遊街發傳單，沿路告知市民朋

友與遊客們神農街豬年花燈展的喜訊，最後在五條港文化會館掛上並點亮豬年彩繪的第一組花燈，正式宣

告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的到來。 

計畫團隊為這次燈會設計五連發活動，除了 1 月 20 日的開幕點燈，也在 1 月 26 日起長達 4 週的燈會期

間規劃了「神農街花燈按讚投票抽大獎」、「猜猜神農燈謎同樂趣」、「上吧!水牛伯神農街區遊戲」和「做

伙來看老宅掃 QRCODE 看故事」，更將於 2 月 17 日發放精心設計的豬年小提燈，來引導遊客認識神農街。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表示，神農街是臺南最古最美的老街，放眼望去有古樸迷人的氛圍，很適合闔家大小

來此漫步，歡迎大家在過年期間做伙來神農街看花燈、提燈籠，參與五連發活動，跟著燈展一起穿越時空，

感受神農老街的迷人風采。 

https://n.yam.com/Article/2019012247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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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訊息 □技職教育 ■南臺新聞 □產學、研發 □其他 

 
2019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遊街開幕 南臺科大歡迎大家來賞燈 
大華網路報 (2019-01-22 19:53) 

    
2019 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由盧
燈茂校長(站排中)、王慶安主
任秘書(站排右二)、邱創雄通
識主任 (站排左二)帶領校內
師生團隊遊街宣傳 

2019 豬年神農街花燈展開幕
邀請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二
排左五)、林朝成委員(二排右
四)、林寶安委員(二排右二)、
鄭道聰創會會長 (二排右
三)、曾國棟執行長(二排左三)
與校內師生、住戶及計畫團隊
大合影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與台南
市文化協會鄭道聰創會會長
共同進行取燈儀式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茂致
詞 

    
台南市文化協會創會會長鄭
道聰先生致詞 

南臺科大校友所組成的南星
民謠吉他社為活動做開場表
演 

由五條港文化會館當前導的
提燈遊街團 

2019 豬年神農街花燈展至 2
月 23 日，歡迎民眾前來參觀
拍照 

 
繼去年開啟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合辦的「狗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獲得住戶好評，南臺科技大學再度於日前
由盧燈茂校長率領教育部「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師生，為「2019 豬
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盛大開幕，兌現了在狗年許下豬年再見的承諾。相較於狗年的 10 戶參與，今年在
住戶的熱情相挺下，躍昇為 26 戶，客製化的花燈數高達 150 顆。 
今年更獲得位於神農街 57 號許藏春故居的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新盟友的參與支持，是南臺科大通識
教育中心長期經營神農街文化底蘊的展現，也是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在地創生的最好證明。 
為了呼應住戶的熱烈參與，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也史無前例的招募到 68 位同學，經與住戶們的相見歡
活動後，同學們就展開花燈彩繪的自主學習課程。為期一個多月的努力，同學們透過 Line 群組來討論與
設計花燈內容，住戶也因此與同學建立深厚情誼，經常陪伴他們熬夜彩繪，共同孕育專屬於神農街住戶特
色的祈願花燈，例如有舊式大喇叭的留聲機，就知道是專屬 68 號周董二手百貨的花燈；有著粉膚色紅字
外觀那就是 66 號養樂多爺爺家的花燈；還有著店名字母與可愛恐龍圖像的就是 73 號 OH YEAH 的花燈，
使得神農街呈現處處是驚喜，更是豬年元宵花燈展的特色。 
計畫團隊別出心裁，將於神農街口設置由產設系學生製作高 160 公分的大豬座燈當主視覺外，53 號與 56
號的神農街段將拉出燈廊作燈展的入口意象，就連 51 號與 53 號間通往北勢港遺址的側巷，也有同學精
心畫出往昔港道景況的花燈，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精彩可期。 
有老屋故事性的花燈展，在計畫團隊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共創的 79 號五條港文化會館前，由盧燈茂校長與
鄭道聰創會會長將會館花燈交予繪製的同學而揭開序幕。隨後在盧校長帶領下，鄭道聰創會會長與教育部
USR 計畫辦公室林朝成委員、林寶安委員，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曾國棟理事長、林建農常務理事以及
跨場域的計畫團隊成員還有住戶們， 與 60 位同學們一同提著自己彩繪花燈遊街發傳單，沿路告知市民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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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與遊客們神農街豬年花燈展的喜訊，最後在五條港文化會館掛上並點亮豬年彩繪的第一組花燈，正式宣
告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的到來。 
計畫團隊為這次燈會設計五連發活動，除了 1 月 20 日的開幕點燈，也在 1 月 26 日起長達 4 週的燈會期
間規劃了「神農街花燈按讚投票抽大獎」、「猜猜神農燈謎同樂趣」、「上吧!水牛伯神農街區遊戲」和「做
伙來看老宅掃 QRCODE 看故事」，更將於 2 月 17 日發放精心設計的豬年小提燈，來引導遊客認識神農街。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表示，神農街是臺南最古最美的老街，放眼望去有古樸迷人的氛圍，很適合闔家大小
來此漫步，歡迎大家在過年期間做伙來神農街看花燈、提燈籠，參與五連發活動，跟著燈展一起穿越時空，
感受神農老街的迷人風采。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122/297968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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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訊息 □技職教育 ■南臺新聞 □產學、研發 □其他 

 
2019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遊街開幕 南臺科大歡迎大家來賞燈 
2019-01-22 19:53:39 

    
2019 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由盧
燈茂校長(站排中)、王慶安主
任秘書(站排右二)、邱創雄通
識主任 (站排左二)帶領校內
師生團隊遊街宣傳 

2019 豬年神農街花燈展開幕
邀請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二
排左五)、林朝成委員(二排右
四)、林寶安委員(二排右二)、
鄭道聰創會會長 (二排右
三)、曾國棟執行長(二排左三)
與校內師生、住戶及計畫團隊
大合影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與台南
市文化協會鄭道聰創會會長
共同進行取燈儀式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茂致
詞 

    
台南市文化協會創會會長鄭
道聰先生致詞 

南臺科大校友所組成的南星
民謠吉他社為活動做開場表
演 

由五條港文化會館當前導的
提燈遊街團 

2019 豬年神農街花燈展至 2
月 23 日，歡迎民眾前來參觀
拍照 

 
繼去年開啟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合辦的「狗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獲得住戶好評，南臺科技大學再度於日前

由盧燈茂校長率領教育部「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師生，為「2019 豬

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盛大開幕，兌現了在狗年許下豬年再見的承諾。相較於狗年的 10 戶參與，今年在

住戶的熱情相挺下，躍昇為 26 戶，客製化的花燈數高達 150 顆。 

今年更獲得位於神農街 57 號許藏春故居的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新盟友的參與支持，是南臺科大通識

教育中心長期經營神農街文化底蘊的展現，也是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在地創生的最好證明。 

為了呼應住戶的熱烈參與，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也史無前例的招募到 68 位同學，經與住戶們的相見歡

活動後，同學們就展開花燈彩繪的自主學習課程。為期一個多月的努力，同學們透過 Line 群組來討論與

設計花燈內容，住戶也因此與同學建立深厚情誼，經常陪伴他們熬夜彩繪，共同孕育專屬於神農街住戶特

色的祈願花燈，例如有舊式大喇叭的留聲機，就知道是專屬 68 號周董二手百貨的花燈；有著粉膚色紅字

外觀那就是 66 號養樂多爺爺家的花燈；還有著店名字母與可愛恐龍圖像的就是 73 號 OH YEAH 的花燈，

使得神農街呈現處處是驚喜，更是豬年元宵花燈展的特色。 

計畫團隊別出心裁，將於神農街口設置由產設系學生製作高 160 公分的大豬座燈當主視覺外，53 號與 56

號的神農街段將拉出燈廊作燈展的入口意象，就連 51 號與 53 號間通往北勢港遺址的側巷，也有同學精

心畫出往昔港道景況的花燈，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精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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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老屋故事性的花燈展，在計畫團隊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共創的 79 號五條港文化會館前，由盧燈茂校長與

鄭道聰創會會長將會館花燈交予繪製的同學而揭開序幕。隨後在盧校長帶領下，鄭道聰創會會長與教育部

USR 計畫辦公室林朝成委員、林寶安委員，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曾國棟理事長、林建農常務理事以及

跨場域的計畫團隊成員還有住戶們， 與 60 位同學們一同提著自己彩繪花燈遊街發傳單，沿路告知市民朋

友與遊客們神農街豬年花燈展的喜訊，最後在五條港文化會館掛上並點亮豬年彩繪的第一組花燈，正式宣

告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的到來。 

計畫團隊為這次燈會設計五連發活動，除了 1 月 20 日的開幕點燈，也在 1 月 26 日起長達 4 週的燈會期

間規劃了「神農街花燈按讚投票抽大獎」、「猜猜神農燈謎同樂趣」、「上吧!水牛伯神農街區遊戲」和「做

伙來看老宅掃 QRCODE 看故事」，更將於 2 月 17 日發放精心設計的豬年小提燈，來引導遊客認識神農街。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表示，神農街是臺南最古最美的老街，放眼望去有古樸迷人的氛圍，很適合闔家大小

來此漫步，歡迎大家在過年期間做伙來神農街看花燈、提燈籠，參與五連發活動，跟著燈展一起穿越時空，

感受神農老街的迷人風采。 
http://www.cntimes.info/docDetail.jsp?coluid=108&docid=10475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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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訊息 □技職教育 ■南臺新聞 □產學、研發 □其他 

 
南臺科大許下迎春再見承諾 2019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遊街開幕  
2019/01/22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繼去年開啓與臺南市文化協會合辦「狗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獲得住戶
好評，南臺科技大學再度於日前由盧燈茂校長率領教育部「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師生，為「2019 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盛大開幕，兌現了在狗年許下豬年再見的承諾！相較
於狗年的 10 戶參與，今年在住戶的熱情相挺下，躍昇為 26 戶，客製化的花燈數高達 150 顆。  
今年更獲得位於神農街 57 號許藏春故居的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新盟友的參與支持，是南臺科大通識
教育中心長期經營神農街文化底蘊的展現，也是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在地創生的最好證明發；為了呼應
住戶的熱烈參與，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也史無前例的招募到 68 位同學，經與住戶們的相見歡活動後，
同學們就展開花燈彩繪的自主學習課程。  
為期 1 個多月的努力，同學們透過 Line 群組來討論與設計花燈內容，住戶也因此與同學建立深厚情誼，
經常陪伴他們熬夜彩繪，共同孕育專屬於神農街住戶特色的祈願花燈，例如有舊式大喇叭的留聲機，就知
道是專屬 68 號周董二手百貨的花燈；有著粉膚色紅字外觀，那就是 66 號養樂多爺爺家的花燈；還有著
店名字母與可愛恐龍圖像的就是 73 號 OH YEAH 的花燈，使得神農街呈現處處是驚喜，更是豬年元宵花
燈展的特色；再加上計畫團隊別出心裁，將於神農街口設置由產設系學生製作高 160 公分的大豬座燈當主
視覺外，53 號與 56 號的神農街段，將拉出燈廊作燈展的入口意象，就連 51 號與 53 號間通往北勢港遺
址的側巷，也有同學精心畫出往昔港道景況的花燈，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精彩可期。  
有老屋故事性的花燈展，在計畫團隊與臺南市文化協會共創的 79 號五條港文化會館前，由盧燈茂校長、
鄭道聰創會會長將會館花燈交予繪製的同學而揭開序幕；隨後在盧校長帶領下，鄭道聰創會會長與教育部
USR 計畫辦公室林朝成委員、林寶安委員、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曾國棟理事長、林建農常務理事，以
及跨場域的計畫團隊成員還有住戶們，與 60 位同學們一同提著自己彩繪花燈遊街發傳單，沿路告知市民
朋友與遊客們神農街豬年花燈展的喜訊，最後在五條港文化會館掛上，並點亮豬年彩繪的第一組花燈，正
式宣告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的到來。  
計畫團隊為這次燈會設計五連發活動，除了 1 月 20 日的開幕點燈，也在 1 月 26 日起長達 4 週的燈會期
間規劃了「神農街花燈按讚投票抽大獎」、「猜猜神農燈謎同樂趣」、「上吧!水牛伯神農街區遊戲」和「做
伙來看老宅掃 QRCODE 看故事」，更將於 2 月 17 日發放精心設計的豬年小提燈，來引導遊客認識神農街。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表示，神農街是臺南最古最美的老街，放眼望去有古樸迷人的氛圍，很適合闔家大小
來此漫步，歡迎大家在過年期間做伙來神農街看花燈、提燈籠，參與五連發活動，跟著燈展一起穿越時空，
感受神農老街的迷人風采。 
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3&n_id=176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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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訊息 □技職教育 ■南臺新聞 □產學、研發 □其他 

 
南臺科大許下迎春再見承諾 2019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遊街開幕  
2019/01/22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繼去年開啓與臺南市文化協會合辦「狗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獲得住戶好
評，南臺科技大學再度於日前由盧燈茂校長率領教育部「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師生，為「2019 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盛大開幕，兌現了在狗年許下豬年再見的承諾！相較
於狗年的 10 戶參與，今年在住戶的熱情相挺下，躍昇為 26 戶，客製化的花燈數高達 150 顆。  
今年更獲得位於神農街 57 號許藏春故居的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新盟友的參與支持，是南臺科大通識
教育中心長期經營神農街文化底蘊的展現，也是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在地創生的最好證明發；為了呼應
住戶的熱烈參與，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也史無前例的招募到 68 位同學，經與住戶們的相見歡活動後，
同學們就展開花燈彩繪的自主學習課程。  
為期 1 個多月的努力，同學們透過 Line 群組來討論與設計花燈內容，住戶也因此與同學建立深厚情誼，
經常陪伴他們熬夜彩繪，共同孕育專屬於神農街住戶特色的祈願花燈，例如有舊式大喇叭的留聲機，就知
道是專屬 68 號周董二手百貨的花燈；有著粉膚色紅字外觀，那就是 66 號養樂多爺爺家的花燈；還有著
店名字母與可愛恐龍圖像的就是 73 號 OH YEAH 的花燈，使得神農街呈現處處是驚喜，更是豬年元宵花
燈展的特色；再加上計畫團隊別出心裁，將於神農街口設置由產設系學生製作高 160 公分的大豬座燈當主
視覺外，53 號與 56 號的神農街段，將拉出燈廊作燈展的入口意象，就連 51 號與 53 號間通往北勢港遺
址的側巷，也有同學精心畫出往昔港道景況的花燈，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精彩可期。  
有老屋故事性的花燈展，在計畫團隊與臺南市文化協會共創的 79 號五條港文化會館前，由盧燈茂校長、
鄭道聰創會會長將會館花燈交予繪製的同學而揭開序幕；隨後在盧校長帶領下，鄭道聰創會會長與教育部
USR 計畫辦公室林朝成委員、林寶安委員、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曾國棟理事長、林建農常務理事，以
及跨場域的計畫團隊成員還有住戶們，與 60 位同學們一同提著自己彩繪花燈遊街發傳單，沿路告知市民
朋友與遊客們神農街豬年花燈展的喜訊，最後在五條港文化會館掛上，並點亮豬年彩繪的第一組花燈，正
式宣告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的到來。  
計畫團隊為這次燈會設計五連發活動，除了 1 月 20 日的開幕點燈，也在 1 月 26 日起長達 4 週的燈會期
間規劃了「神農街花燈按讚投票抽大獎」、「猜猜神農燈謎同樂趣」、「上吧!水牛伯神農街區遊戲」和「做
伙來看老宅掃 QRCODE 看故事」，更將於 2 月 17 日發放精心設計的豬年小提燈，來引導遊客認識神農街。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表示，神農街是臺南最古最美的老街，放眼望去有古樸迷人的氛圍，很適合闔家大小
來此漫步，歡迎大家在過年期間做伙來神農街看花燈、提燈籠，參與五連發活動，跟著燈展一起穿越時空，
感受神農老街的迷人風采。 

http://www.twpowernews.com/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3&n_id=15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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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許下迎春再見承諾 2019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遊街開幕  
大成報／于郁金 2019.01.23 01:20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繼去年開啓與臺南市文化協會合辦「狗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獲得住戶
好評，南臺科技大學再度於日前由盧燈茂校長率領教育部「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師生，為「2019 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盛大開幕，兌現了在狗年許下豬年再見的承諾！相較
於狗年的 10 戶參與，今年在住戶的熱情相挺下，躍昇為 26 戶，客製化的花燈數高達 150 顆。  
今年更獲得位於神農街 57 號許藏春故居的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新盟友的參與支持，是南臺科大通識
教育中心長期經營神農街文化底蘊的展現，也是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在地創生的最好證明發；為了呼應
住戶的熱烈參與，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也史無前例的招募到 68 位同學，經與住戶們的相見歡活動後，
同學們就展開花燈彩繪的自主學習課程。  
為期 1 個多月的努力，同學們透過 Line 群組來討論與設計花燈內容，住戶也因此與同學建立深厚情誼，
經常陪伴他們熬夜彩繪，共同孕育專屬於神農街住戶特色的祈願花燈，例如有舊式大喇叭的留聲機，就知
道是專屬 68 號周董二手百貨的花燈；有著粉膚色紅字外觀，那就是 66 號養樂多爺爺家的花燈；還有著
店名字母與可愛恐龍圖像的就是 73 號 OH YEAH 的花燈，使得神農街呈現處處是驚喜，更是豬年元宵花
燈展的特色；再加上計畫團隊別出心裁，將於神農街口設置由產設系學生製作高 160 公分的大豬座燈當主
視覺外，53 號與 56 號的神農街段，將拉出燈廊作燈展的入口意象，就連 51 號與 53 號間通往北勢港遺
址的側巷，也有同學精心畫出往昔港道景況的花燈，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精彩可期。  
有老屋故事性的花燈展，在計畫團隊與臺南市文化協會共創的 79 號五條港文化會館前，由盧燈茂校長、
鄭道聰創會會長將會館花燈交予繪製的同學而揭開序幕；隨後在盧校長帶領下，鄭道聰創會會長與教育部
USR 計畫辦公室林朝成委員、林寶安委員、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曾國棟理事長、林建農常務理事，以
及跨場域的計畫團隊成員還有住戶們，與 60 位同學們一同提著自己彩繪花燈遊街發傳單，沿路告知市民
朋友與遊客們神農街豬年花燈展的喜訊，最後在五條港文化會館掛上，並點亮豬年彩繪的第一組花燈，正
式宣告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的到來。  
計畫團隊為這次燈會設計五連發活動，除了 1 月 20 日的開幕點燈，也在 1 月 26 日起長達 4 週的燈會期
間規劃了「神農街花燈按讚投票抽大獎」、「猜猜神農燈謎同樂趣」、「上吧!水牛伯神農街區遊戲」和「做
伙來看老宅掃 QRCODE 看故事」，更將於 2 月 17 日發放精心設計的豬年小提燈，來引導遊客認識神農街。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表示，神農街是臺南最古最美的老街，放眼望去有古樸迷人的氛圍，很適合闔家大小
來此漫步，歡迎大家在過年期間做伙來神農街看花燈、提燈籠，參與五連發活動，跟著燈展一起穿越時空，
感受神農老街的迷人風采。 

https://n.yam.com/Article/2019012386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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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許下迎春再見承諾 2019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遊街開幕  
大成報 (2019-01-23 01:20)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繼去年開啓與臺南市文化協會合辦「狗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獲得住戶
好評，南臺科技大學再度於日前由盧燈茂校長率領教育部「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師生，為「2019 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盛大開幕，兌現了在狗年許下豬年再見的承諾！相較
於狗年的 10 戶參與，今年在住戶的熱情相挺下，躍昇為 26 戶，客製化的花燈數高達 150 顆。  
今年更獲得位於神農街 57 號許藏春故居的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新盟友的參與支持，是南臺科大通識
教育中心長期經營神農街文化底蘊的展現，也是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在地創生的最好證明發；為了呼應
住戶的熱烈參與，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也史無前例的招募到 68 位同學，經與住戶們的相見歡活動後，
同學們就展開花燈彩繪的自主學習課程。  
為期 1 個多月的努力，同學們透過 Line 群組來討論與設計花燈內容，住戶也因此與同學建立深厚情誼，
經常陪伴他們熬夜彩繪，共同孕育專屬於神農街住戶特色的祈願花燈，例如有舊式大喇叭的留聲機，就知
道是專屬 68 號周董二手百貨的花燈；有著粉膚色紅字外觀，那就是 66 號養樂多爺爺家的花燈；還有著
店名字母與可愛恐龍圖像的就是 73 號 OH YEAH 的花燈，使得神農街呈現處處是驚喜，更是豬年元宵花
燈展的特色；再加上計畫團隊別出心裁，將於神農街口設置由產設系學生製作高 160 公分的大豬座燈當主
視覺外，53 號與 56 號的神農街段，將拉出燈廊作燈展的入口意象，就連 51 號與 53 號間通往北勢港遺
址的側巷，也有同學精心畫出往昔港道景況的花燈，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精彩可期。  
有老屋故事性的花燈展，在計畫團隊與臺南市文化協會共創的 79 號五條港文化會館前，由盧燈茂校長、
鄭道聰創會會長將會館花燈交予繪製的同學而揭開序幕；隨後在盧校長帶領下，鄭道聰創會會長與教育部
USR 計畫辦公室林朝成委員、林寶安委員、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曾國棟理事長、林建農常務理事，以
及跨場域的計畫團隊成員還有住戶們，與 60 位同學們一同提著自己彩繪花燈遊街發傳單，沿路告知市民
朋友與遊客們神農街豬年花燈展的喜訊，最後在五條港文化會館掛上，並點亮豬年彩繪的第一組花燈，正
式宣告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的到來。  
計畫團隊為這次燈會設計五連發活動，除了 1 月 20 日的開幕點燈，也在 1 月 26 日起長達 4 週的燈會期
間規劃了「神農街花燈按讚投票抽大獎」、「猜猜神農燈謎同樂趣」、「上吧!水牛伯神農街區遊戲」和「做
伙來看老宅掃 QRCODE 看故事」，更將於 2 月 17 日發放精心設計的豬年小提燈，來引導遊客認識神農街。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表示，神農街是臺南最古最美的老街，放眼望去有古樸迷人的氛圍，很適合闔家大小
來此漫步，歡迎大家在過年期間做伙來神農街看花燈、提燈籠，參與五連發活動，跟著燈展一起穿越時空，
感受神農老街的迷人風采。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123/297999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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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許下迎春再見承諾 2019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遊街開幕  
勁報 2019/01/23 01:18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繼去年開啓與臺南市文化協會合辦「狗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獲得住戶好
評，南臺科技大學再度於日前由盧燈茂校長率領教育部「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師生，為「2019 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盛大開幕，兌現了在狗年許下豬年再見的承諾！相較
於狗年的 10 戶參與，今年在住戶的熱情相挺下，躍昇為 26 戶，客製化的花燈數高達 150 顆。  
今年更獲得位於神農街 57 號許藏春故居的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新盟友的參與支持，是南臺科大通識
教育中心長期經營神農街文化底蘊的展現，也是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在地創生的最好證明發；為了呼應
住戶的熱烈參與，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也史無前例的招募到 68 位同學，經與住戶們的相見歡活動後，
同學們就展開花燈彩繪的自主學習課程。  
為期 1 個多月的努力，同學們透過 Line 群組來討論與設計花燈內容，住戶也因此與同學建立深厚情誼，
經常陪伴他們熬夜彩繪，共同孕育專屬於神農街住戶特色的祈願花燈，例如有舊式大喇叭的留聲機，就知
道是專屬 68 號周董二手百貨的花燈；有著粉膚色紅字外觀，那就是 66 號養樂多爺爺家的花燈；還有著
店名字母與可愛恐龍圖像的就是 73 號 OH YEAH 的花燈，使得神農街呈現處處是驚喜，更是豬年元宵花
燈展的特色；再加上計畫團隊別出心裁，將於神農街口設置由產設系學生製作高 160 公分的大豬座燈當主
視覺外，53 號與 56 號的神農街段，將拉出燈廊作燈展的入口意象，就連 51 號與 53 號間通往北勢港遺
址的側巷，也有同學精心畫出往昔港道景況的花燈，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精彩可期。  
有老屋故事性的花燈展，在計畫團隊與臺南市文化協會共創的 79 號五條港文化會館前，由盧燈茂校長、
鄭道聰創會會長將會館花燈交予繪製的同學而揭開序幕；隨後在盧校長帶領下，鄭道聰創會會長與教育部
USR 計畫辦公室林朝成委員、林寶安委員、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曾國棟理事長、林建農常務理事，以
及跨場域的計畫團隊成員還有住戶們，與 60 位同學們一同提著自己彩繪花燈遊街發傳單，沿路告知市民
朋友與遊客們神農街豬年花燈展的喜訊，最後在五條港文化會館掛上，並點亮豬年彩繪的第一組花燈，正
式宣告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的到來。  
計畫團隊為這次燈會設計五連發活動，除了 1 月 20 日的開幕點燈，也在 1 月 26 日起長達 4 週的燈會期
間規劃了「神農街花燈按讚投票抽大獎」、「猜猜神農燈謎同樂趣」、「上吧!水牛伯神農街區遊戲」和「做
伙來看老宅掃 QRCODE 看故事」，更將於 2 月 17 日發放精心設計的豬年小提燈，來引導遊客認識神農街。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表示，神農街是臺南最古最美的老街，放眼望去有古樸迷人的氛圍，很適合闔家大小
來此漫步，歡迎大家在過年期間做伙來神農街看花燈、提燈籠，參與五連發活動，跟著燈展一起穿越時空，
感受神農老街的迷人風采。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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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大 USR 攜手南市文化協會 推出神農街花燈展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2019 年 1 月 22 日 下午 4:02 

 
繼去年開啓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合辦的「狗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獲得住戶好評，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

團隊師生辦理的「2019 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盛大開幕。相較於狗年的 10 戶參與，今年在住戶的熱情

相挺下，躍昇為 26 戶，客製化的花燈數高達 150 顆。為了呼應住戶的熱烈參與，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也史無前例的招募到 68 位同學，經與住戶們的相見歡活動後，同學們就展開花燈彩繪的自主學習課程。 

https://tw.news.yahoo.com/%E5%8D%97%E5%8F%B0%E7%A7%91%E5%A4%A7usr%E6%94%9C

%E6%89%8B%E5%8D%97%E5%B8%82%E6%96%87%E5%8C%96%E5%8D%94%E6%9C%83-%E6

%8E%A8%E5%87%BA%E7%A5%9E%E8%BE%B2%E8%A1%97%E8%8A%B1%E7%87%88%E5%B1

%95-0802066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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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大 USR 攜手南市文化協會 推出神農街花燈展   
2019-01-22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繼去年開啓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合辦的「狗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獲得住戶好評，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

團隊師生辦理的「2019 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盛大開幕。相較於狗年的 10 戶參與，今年在住戶的熱情

相挺下，躍昇為 26 戶，客製化的花燈數高達 150 顆。為了呼應住戶的熱烈參與，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也史無前例的招募到 68 位同學，經與住戶們的相見歡活動後，同學們就展開花燈彩繪的自主學習課程。 

https://www.ner.gov.tw/news/5c46d05e5300a700070ace2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