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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農街花燈展 熄燈 
記者汪惠松／永康報導 2019-02-27 

 

南台ＵＳＲ計畫團隊為府城神農街住戶、店家客製化設計

舉辦一個月的豬年元宵花燈展圓滿落幕，期間湧進賞燈人

潮逾六萬人次。（記者汪惠松攝） 

南台科大ＵＳＲ計畫團隊為府城神農街各住戶、各角落客製化設計一百五十顆花燈，舉辦一個月的豬年元

宵花燈展，由校長盧燈茂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創會鄭道聰長共同主持熄燈圓滿落幕。花燈展期間湧進賞燈人

潮逾六萬人次。南台師生與住戶相約鼠年再相會。 

 

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是南台「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ＵＳＲ計畫，也是南台史

無前例藉由全國唯一的自主學習課程制度，吸引六十八位學生參與花燈製作，贏得神農街住戶們的熱情相

挺，參與戶數由原先開幕的二十七戶增加到三十八戶，燈展氛圍感染了第一波向隅的住戶、店家，紛紛自

己動手掛燈，共計有四十五戶掛燈一起迎接新春的嶄新面貌。 

 

此次燈會在街口搭出醒目的「豬年神農街花燈展」燈飾，吸引對街水仙宮市場的買菜族群，跨街來一探究

竟；ＩＧ與臉書上的留言蜂湧，濃濃的年味、古色古香、有穿越時空的意境，還有人認為像極日本京都的

老街，人潮湧現，被網民與市府推薦列為台南十大走春景點。 

 

燈會期間，ＵＳＲ計畫團隊為讓遊客認識神農街與傳統元宵習俗，精心策畫的五連發活動也相當受歡迎。

例如限週六、日的「上吧！水牛伯」神農街街區遊戲，極其熱門，週週有人預約；尤其是「猜猜神農燈謎」，

有些店家活動開跑幾小時內即兌換完畢，得緊急加印。 

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26&nc_id=28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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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 嘉評如潮圓滿落幕 南臺科大師生與住戶相約鼠年再相會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90227 14:35:47) 

    
「豬年神農街花燈展」閉幕式
邀請貴賓(第一排由左至右)
南臺科大主秘王慶安、台南市
文化協會執行長鄭采芩、永川
大轎王永川賢伉儷、南臺科大
校長盧燈茂、台南市文化協會
創會會長鄭道聰、南臺科大通
識中心主任邱創雄及校內師
生合影。 

「豬年神農街花燈展」點亮神
農街路口。 

「上吧!水牛伯」神農街街區
遊戲，家長與小朋友共同合作
闖關中的現場情形。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茂致
詞。 

南臺科技大學「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為府城神農街舉辦的豬年元宵花
燈展，成功營造人潮普獲好評，在元宵過後，由盧燈茂校長與台南市文化協會鄭道聰創會會長共同熄燈後，
圓滿落幕。 
回顧過去一個月的燈展，南臺科大史無前例藉由全國唯一的自主學習課程制度，吸引 68 位同學參與花燈
製作，為神農街各住戶、各角落客製化設計了 150 顆花燈，更贏得神農街住戶們的熱情相挺，參與戶數由
原先開幕時的 27 戶增加到 38 戶，燈展的氛圍感染了第一波向隅的住戶、店家，紛紛自己動手掛燈，合
計共有 45 戶掛燈迎新，展現神農街不分彼此，一起迎接新春的嶄新面貌。 
此次燈會在街口搭出顯目的「豬年神農街花燈展」標題燈飾，吸引對街水仙宮市場的買菜族群，跨街來一
探究竟；IG 與臉書上的留言蜂湧，濃濃的年味、古色古香、有穿越時空的意境，還有人認為像極日本京
都的老街，深感不虛此行。因此豬年神農街花燈展人潮湧現，遊客數保守估計至少突破了 6 萬人次，被媒
體、網民與市府推薦列為台南十大走春景點、台南必逛的五大燈會外，更被譽為網美街與私房景點，且首
度躍上全台元宵燈會的行列。 
燈會期間，遊客除了欣賞學生客製化的花燈外，計畫團隊為讓遊客認識神農街與傳統元宵習俗，精心策畫
的五連發活動也相當受歡迎。例如，限週六、日的「上吧!水牛伯」神農街街區遊戲，極其熱門，週週有
人預約；尤其是「猜猜神農燈謎」，猜對可兌換同學設計的明信片，有些店家活動開跑幾小時內即兌換完
畢，得緊急加印。 
由於遊客反應熱烈，春節期間多數店家的明信片都已搶換一空，就連活動臉書發出閉幕訊息，還有粉絲詢
問今年、明年是否會再發行明信片，還有專為神農街設計年味十足的豬年小提燈供不應求，2 月 17 日當
天發放二小時後也全數發完，闔家大小一起提燈的溫馨場畫面，印證遊客對豬年神農街燈會的喜愛。此次
燈會帶動了遊客潮，新年期間擠爆神農老街，市府專程來拍攝燈會人潮，用以計數過年期間湧進台南市的
人次；神農街店家也在臉書發文，對於因人潮過多而無法好好招待前來的好友說抱歉。 
盧燈茂校長表示，南臺科大為神農街辦的豬年燈展雖已落幕，但因神農街住民的相挺與喜愛，代表各戶特
色的花燈仍然會繼續高掛在神農街。還沒來得及感受老街古色古香花燈氛圍的民眾，仍可在燈展結束後，
到神農街賞燈來趟穿越時空之旅。感謝社會大眾對南臺科大的肯定，也證明南臺科大的用心與努力，在神
農街實踐了大學的社會責任，將在地的文化發揚並創生，讓我們期盼鼠年再相見。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49910.aspx#.XHyVi4gzY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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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圓滿達陣 南臺科大師生與住戶相約鼠年再相會 
勁報 2019/03/01 23:44(2 天前) 

   
【勁報記者于郁金/郭騏樂/臺南報導】南臺科技大學「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

畫團隊為府城神農街舉辦的豬年元宵花燈展，成功營造人潮普獲好評，在元宵過後，由盧燈茂校長與臺南

市文化協會鄭道聰創會會長共同熄燈後，圓滿落幕。 

校方表示，回顧過去 1 個月的燈展，南臺科大史無前例藉由全國唯一的自主學習課程制度，吸引 68 位同

學參與花燈製作，為神農街各住戶、各角落客製化設計了 150 顆花燈，更贏得神農街住戶們的熱情相挺，

參與戶數由原先開幕時的 27 戶增加到 38 戶，燈展的氛圍感染了第一波向隅的住戶、店家，紛紛自己動

手掛燈，合計共有 45 戶掛燈迎新，展現神農街不分彼此，一起迎接新春的嶄新面貌。 

此次燈會在街口搭出顯目的「豬年神農街花燈展」標題燈飾，吸引對街水仙宮市場的買菜族群，跨街來一

探究竟；IG 與臉書上的留言蜂湧，濃濃的年味、古色古香、有穿越時空的意境，還有人認為像極日本京

都的老街，深感不虛此行；因此豬年神農街花燈展人潮湧現，遊客數保守估計至少突破了 6 萬人次，被媒

體、網民與市府推薦列為臺南十大走春景點、臺南必逛的五大燈會外，更被譽為網美街與私房景點，且首

度躍上全台元宵燈會的行列。 

燈會期間，遊客除了欣賞學生客製化的花燈外，計畫團隊為讓遊客認識神農街與傳統元宵習俗，精心策畫

的五連發活動也相當受歡迎；例如限週六、日「上吧!水牛伯」神農街街區遊戲，極其熱門，週週有人預

約；尤其是「猜猜神農燈謎」，猜對可兌換同學設計的明信片，有些店家活動開跑幾小時內即兌換完畢，

得緊急加印。 

由於遊客反應熱烈，春節期間多數店家的明信片都已搶換一空，就連活動臉書發出閉幕訊息，還有粉絲詢

問今年、明年是否會再發行明信片，還有專為神農街設計年味十足的豬年小提燈供不應求，2 月 17 日當

天發放 2 小時後也全數發完，闔家大小一起提燈的溫馨場畫面，印證遊客對豬年神農街燈會的喜愛。 

校方表示，此次燈會帶動了遊客潮，新年期間擠爆神農老街，市府專程來拍攝燈會人潮，用以計數過年期

間湧進臺南市的人次；神農街店家也在臉書發文，對於因人潮過多而無法好好招待前來的好友說抱歉。 

盧燈茂校長表示，南臺科大為神農街辦的豬年燈展雖已落幕，但因神農街住民的相挺與喜愛，代表各戶特

色的花燈仍然會繼續高掛在神農街；還沒來得及感受老街古色古香花燈氛圍的民眾，仍可在燈展結束後，

到神農街賞燈來趟穿越時空之旅；感謝社會大眾對南臺科大的肯定，也證明南臺科大的用心與努力，在神

農街實踐了大學的社會責任，將在地的文化發揚並創生，讓我們期盼鼠年再相見。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25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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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圓滿達陣 南臺科大師生與住戶相約明年再相會 
大成報 (2019-03-01 23:45)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 /臺南報導】南臺科技大學「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 -府城 vs 月津」
USR 計畫團隊為府城神農街舉辦的豬年元宵花燈展，成功營造人潮普獲好評，在元宵過後，
由盧燈茂校長與臺南市文化協會鄭道聰創會會長共同熄燈後，圓滿落幕。   
校方表示，回顧過去 1 個月的燈展，南臺科大史無前例藉由全國唯一的自主學習課程制度，
吸引 68 位同學參與花燈製作，為神農街各住戶、各角落客製化設計了 150 顆花燈，更贏
得神農街住戶們的熱情相挺，參與戶數由原先開幕時的 27 戶增加到 38 戶，燈展的氛圍感
染了第一波向隅的住戶、店家，紛紛自己動手掛燈，合計共有 45 戶掛燈迎新，展現神農街
不分彼此，一起迎接新春的嶄新面貌。   
此次燈會在街口搭出顯目的「豬年神農街花燈展」標題燈飾，吸引對街水仙宮市場的買菜
族群，跨街來一探究竟； IG 與臉書上的留言蜂湧，濃濃的年味、古色古香、有穿越時空的
意境，還有人認為像極日本京都的老街，深感不虛此行；因此豬年神農街花燈展人潮湧現，
遊客數保守估計至少突破了 6 萬人次，被媒體、網民與市府推薦列為臺南十大走春景點、
臺南必逛的五大燈會外，更被譽為網美街與私房景點，且首度躍上全台元宵燈會的行列。   
燈會期間，遊客除了欣賞學生客製化的花燈外，計畫團隊為讓遊客認識神農街與傳統元宵
習俗，精心策畫的五連發活動也相當受歡迎；例如限週六、日「上吧 !水牛伯」神農街街區
遊戲，極其熱門，週週有人預約；尤其是「猜猜神農燈謎」，猜對可兌換同學設計的明信片，
有些店家活動開跑幾小時內即兌換完畢，得緊急加印。   
由於遊客反應熱烈，春節期間多數店家的明信片都已搶換一空，就連活動臉書發出閉幕訊
息，還有粉絲詢問今年、明年是否會再發行明信片，還有專為神農街設計年味十足的豬年
小提燈供不應求，2 月 17 日當天發放 2 小時後也全數發完，闔家大小一起提燈的溫馨場畫
面，印證遊客對豬年神農街燈會的喜愛。   
校方表示，此次燈會帶動了遊客潮，新年期間擠爆神農老街，市府專程來拍攝燈會人潮，
用以計數過年期間湧進臺南市的人次；神農街店家也在臉書發文，對於因人潮過多而無法
好好招待前來的好友說抱歉。   
盧燈茂校長表示，南臺科大為神農街辦的豬年燈展雖已落幕，但因神農街住民的相挺與喜
愛，代表各戶特色的花燈仍然會繼續高掛在神農街；還沒來得及感受老街古色古香花燈氛
圍的民眾，仍可在燈展結束後，到神農街賞燈來趟穿越時空之旅；感謝社會大眾對南臺科
大的肯定，也證明南臺科大的用心與努力，在神農街實踐了大學的社會責任，將在地的文
化發揚並創生，讓我們期盼鼠年再相見。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301/302837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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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 嘉評如潮圓滿落幕 南臺科大師生與住戶相約鼠年再相會 
TNN 台灣地方新聞／黃緒勳／更新日期: 2019-02-27 16:51:21  

 
【記者黃緒勳台南報導】南臺科技大學「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為府城

神農街舉辦的豬年元宵花燈展，成功營造人潮普獲好評，在元宵過後，由盧燈茂校長與台南市文化協會鄭

道聰創會會長共同熄燈後，圓滿落幕。 

回顧過去一個月的燈展，南臺科大史無前例藉由全國唯一的自主學習課程制度，吸引 68 位同學參與花燈

製作，為神農街各住戶、各角落客製化設計了 150 顆花燈，更贏得神農街住戶們的熱情相挺，參與戶數由

原先開幕時的 27 戶增加到 38 戶，燈展的氛圍感染了第一波向隅的住戶、店家，紛紛自己動手掛燈，合

計共有 45 戶掛燈迎新，展現神農街不分彼此，一起迎接新春的嶄新面貌。 

此次燈會在街口搭出顯目的「豬年神農街花燈展」標題燈飾，吸引對街水仙宮市場的買菜族群，跨街來一

探究竟；IG 與臉書上的留言蜂湧，濃濃的年味、古色古香、有穿越時空的意境，還有人認為像極日本京

都的老街，深感不虛此行。因此豬年神農街花燈展人潮湧現，遊客數保守估計至少突破了 6 萬人次，被媒

體、網民與市府推薦列為台南十大走春景點、台南必逛的五大燈會外，更被譽為網美街與私房景點，且首

度躍上全台元宵燈會的行列。 

燈會期間，遊客除了欣賞學生客製化的花燈外，計畫團隊為讓遊客認識神農街與傳統元宵習俗，精心策畫

的五連發活動也相當受歡迎。例如，限週六、日的「上吧!水牛伯」神農街街區遊戲，極其熱門，週週有

人預約；尤其是「猜猜神農燈謎」，猜對可兌換同學設計的明信片，有些店家活動開跑幾小時內即兌換完

畢，得緊急加印。由於遊客反應熱烈，春節期間多數店家的明信片都已搶換一空，就連活動臉書發出閉幕

訊息，還有粉絲詢問今年、明年是否會再發行明信片，還有專為神農街設計年味十足的豬年小提燈供不應

求，2 月 17 日當天發放二小時後也全數發完，闔家大小一起提燈的溫馨場畫面，印證遊客對豬年神農街

燈會的喜愛。此次燈會帶動了遊客潮，新年期間擠爆神農老街，市府專程來拍攝燈會人潮，用以計數過年

期間湧進台南市的人次；神農街店家也在臉書發文，對於因人潮過多而無法好好招待前來的好友說抱歉。 

盧燈茂校長表示，南臺科大為神農街辦的豬年燈展雖已落幕，但因神農街住民的相挺與喜愛，代表各戶特

色的花燈仍然會繼續高掛在神農街。還沒來得及感受老街古色古香花燈氛圍的民眾，仍可在燈展結束後，

到神農街賞燈來趟穿越時空之旅。感謝社會大眾對南臺科大的肯定，也證明南臺科大的用心與努力，在神

農街實踐了大學的社會責任，將在地的文化發揚並創生，讓我們期盼鼠年再相見。 

http://tn.news.tnn.tw/news.html?c=6&id=13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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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圓滿達陣 南臺科大師生與住戶相約明年再相會 
2019/03/01【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 

   
南臺科技大學「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為府城神農街舉辦的豬年元宵花

燈展，成功營造人潮普獲好評，在元宵過後，由盧燈茂校長與臺南市文化協會鄭道聰創會會長共同熄燈後，

圓滿落幕。  

校方表示，回顧過去 1 個月的燈展，南臺科大史無前例藉由全國唯一的自主學習課程制度，吸引 68 位同

學參與花燈製作，為神農街各住戶、各角落客製化設計了 150 顆花燈，更贏得神農街住戶們的熱情相挺，

參與戶數由原先開幕時的 27 戶增加到 38 戶，燈展的氛圍感染了第一波向隅的住戶、店家，紛紛自己動

手掛燈，合計共有 45 戶掛燈迎新，展現神農街不分彼此，一起迎接新春的嶄新面貌。  

此次燈會在街口搭出顯目的「豬年神農街花燈展」標題燈飾，吸引對街水仙宮市場的買菜族群，跨街來一

探究竟；IG 與臉書上的留言蜂湧，濃濃的年味、古色古香、有穿越時空的意境，還有人認為像極日本京

都的老街，深感不虛此行；因此豬年神農街花燈展人潮湧現，遊客數保守估計至少突破了 6 萬人次，被媒

體、網民與市府推薦列為臺南十大走春景點、臺南必逛的五大燈會外，更被譽為網美街與私房景點，且首

度躍上全台元宵燈會的行列。  

燈會期間，遊客除了欣賞學生客製化的花燈外，計畫團隊為讓遊客認識神農街與傳統元宵習俗，精心策畫

的五連發活動也相當受歡迎；例如限週六、日「上吧!水牛伯」神農街街區遊戲，極其熱門，週週有人預

約；尤其是「猜猜神農燈謎」，猜對可兌換同學設計的明信片，有些店家活動開跑幾小時內即兌換完畢，

得緊急加印。  

由於遊客反應熱烈，春節期間多數店家的明信片都已搶換一空，就連活動臉書發出閉幕訊息，還有粉絲詢

問今年、明年是否會再發行明信片，還有專為神農街設計年味十足的豬年小提燈供不應求，2 月 17 日當

天發放 2 小時後也全數發完，闔家大小一起提燈的溫馨場畫面，印證遊客對豬年神農街燈會的喜愛。  

校方表示，此次燈會帶動了遊客潮，新年期間擠爆神農老街，市府專程來拍攝燈會人潮，用以計數過年期

間湧進臺南市的人次；神農街店家也在臉書發文，對於因人潮過多而無法好好招待前來的好友說抱歉。  

盧燈茂校長表示，南臺科大為神農街辦的豬年燈展雖已落幕，但因神農街住民的相挺與喜愛，代表各戶特

色的花燈仍然會繼續高掛在神農街；還沒來得及感受老街古色古香花燈氛圍的民眾，仍可在燈展結束後，

到神農街賞燈來趟穿越時空之旅；感謝社會大眾對南臺科大的肯定，也證明南臺科大的用心與努力，在神

農街實踐了大學的社會責任，將在地的文化發揚並創生，讓我們期盼鼠年再相見。 

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3&n_id=17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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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圓滿達陣 南臺科大師生與住戶相約鼠年再相會 
2019-03-01【勁報記者于郁金/郭騏樂/臺南報導】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南臺科技大學「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

為府城神農街舉辦的豬年元宵花燈展，成功營造人潮普獲好評，在元宵過後，由盧燈茂校長與臺南市文化

協會鄭道聰創會會長共同熄燈後，圓滿落幕。  

校方表示，回顧過去 1 個月的燈展，南臺科大史無前例藉由全國唯一的自主學習課程制度，吸引 68 位同

學參與花燈製作，為神農街各住戶、各角落客製化設計了 150 顆花燈，更贏得神農街住戶們的熱情相挺，

參與戶數由原先開幕時的 27 戶增加到 38 戶，燈展的氛圍感染了第一波向隅的住戶、店家，紛紛自己動

手掛燈，合計共有 45 戶掛燈迎新，展現神農街不分彼此，一起迎接新春的嶄新面貌。  

此次燈會在街口搭出顯目的「豬年神農街花燈展」標題燈飾，吸引對街水仙宮市場的買菜族群，跨街來一

探究竟；IG 與臉書上的留言蜂湧，濃濃的年味、古色古香、有穿越時空的意境，還有人認為像極日本京

都的老街，深感不虛此行；因此豬年神農街花燈展人潮湧現，遊客數保守估計至少突破了 6 萬人次，被媒

體、網民與市府推薦列為臺南十大走春景點、臺南必逛的五大燈會外，更被譽為網美街與私房景點，且首

度躍上全台元宵燈會的行列。  

燈會期間，遊客除了欣賞學生客製化的花燈外，計畫團隊為讓遊客認識神農街與傳統元宵習俗，精心策畫

的五連發活動也相當受歡迎；例如限週六、日「上吧!水牛伯」神農街街區遊戲，極其熱門，週週有人預

約；尤其是「猜猜神農燈謎」，猜對可兌換同學設計的明信片，有些店家活動開跑幾小時內即兌換完畢，

得緊急加印。  

由於遊客反應熱烈，春節期間多數店家的明信片都已搶換一空，就連活動臉書發出閉幕訊息，還有粉絲詢

問今年、明年是否會再發行明信片，還有專為神農街設計年味十足的豬年小提燈供不應求，2 月 17 日當

天發放 2 小時後也全數發完，闔家大小一起提燈的溫馨場畫面，印證遊客對豬年神農街燈會的喜愛。  

校方表示，此次燈會帶動了遊客潮，新年期間擠爆神農老街，市府專程來拍攝燈會人潮，用以計數過年期

間湧進臺南市的人次；神農街店家也在臉書發文，對於因人潮過多而無法好好招待前來的好友說抱歉。  

盧燈茂校長表示，南臺科大為神農街辦的豬年燈展雖已落幕，但因神農街住民的相挺與喜愛，代表各戶特

色的花燈仍然會繼續高掛在神農街；還沒來得及感受老街古色古香花燈氛圍的民眾，仍可在燈展結束後，

到神農街賞燈來趟穿越時空之旅；感謝社會大眾對南臺科大的肯定，也證明南臺科大的用心與努力，在神

農街實踐了大學的社會責任，將在地的文化發揚並創生，讓我們期盼鼠年再相見。 

http://www.twpowernews.com/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3&n_id=155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