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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作伙來種田】地方創生農事活動  驚喜收成  
2019-07-25 10:11〔記者萬于甄／台南報導〕  

  
「來坐農創工作室」精心設計收割體驗活動，參

與民眾深入其中。（南臺科大提供）  

「作伙來種田」農事體驗活動邀請南臺科大學生

創業團隊與頂長社區及參與的民眾合影。  

（南臺科大提供）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創業團隊「來坐農創工作室」與後壁頂長社區發展協會合作，今年以台灣農

村稻田的農務工作，設計創新農期活動「作伙來種田」，繼插秧體驗、田間照護後，近期學生

開始割稻打栗，生動有趣的活動，讓參與的民眾都給予好評回饋。  

南臺科大工業管理與資訊系老師曾碧卿表示，現在許多孩子都是在都市中長大，缺乏與大自然

接觸、體驗腳踏實地、接地氣的生活經驗，「作伙來種田」從插秧、田間維護到最後的收割，透

過三階段的農事活動，將稻作循環完整呈現。  

「作伙來種田」以 12 節氣為設計基礎，為期 4 個月，除配合校方的創新教學課程，學生也都

親自捲起褲管踏入田地，藉由實際體驗感受後，訓練規劃的思考能力，最後設計一連串的活動，

像是割稻比賽、傳統打穀體驗、吃割稻飯、即興樹葉拓染、稻草人編織以及米饅頭製作等。  

學生表示，人生首次親自種稻，就碰上稻熱病，好在幸運躲過，更挺過收割前的強降風雨侵襲，

僅有部分稻穀泡水，收割時，看著田野中金黃飽滿的稻穗在閃耀，真的讓人充滿無限的感動與

喜悅。  

南臺科大表示，此次團隊在活動設計上的巧思琢磨，過程中也積極推動食農教育與米食文化，

第三階段的收割活動也在農業知識的長進與趣味十足的體驗中畫下句點。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86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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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港文化會館  請林茶講座  
記者汪惠松／永康報導 2019-07-25 

 

南台ＵＳＲ計畫團隊扎根在地文化有成，完成

神農街六棟老屋故事，並發行《看見五條港 4-

神農街老屋的故事》。（記者汪惠松攝）  

南台科大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合創的神農街「五條港文化會館」，除開放與舉辦「請林茶」講座、

手作活動，ＵＳＲ計畫團隊也完成神農街六棟老屋故事，發行《看見五條港 4-神農街老屋的故

事》，扎根在地文化有成。二十七日將分享老公寓的改造經歷。  

為擴大民眾對老屋保存與創生的認識，建立老屋文化保存的網絡，南台ＵＳＲ計畫團隊規劃從

神農街北勢港為起點，舉辦二○一九五條港職匠與老屋故事系列講座，除讓民眾認識清代掌控

府城經濟的郊商，所挖掘的新港墘港、佛頭港、北勢港、南河港、安海港的五條運輸港道外，

更希望透過目前仍在五條港內珍視老屋、翻轉老屋的職匠們分享老屋維護、翻轉轉型、打造品

牌，及經營過程的酸甜苦辣。  

五條港故事系列已舉辦四場講座，包括北勢港旁神農街上於  二○○八年榮獲「老屋欣力」賞

的太古酒吧老闆曾松慶分享「太古創立與神農街的願景」；新港墘港上兌悅門旁的「老古石渡」

民宿主人 Emily。Emily 舉辦室內外茶席、聚餐、市集，演唱活動。  

佛頭港的支流關帝港上一家傳承六代的老中藥舖博仁堂，由轉型成功的第六代周建文分享「博

仁堂-傳承」的故事；全美戲院經理吳俊成主講「全美今日戲院─台灣七十年的老戲台」。  

南台校長盧燈茂表示，五條港系列講座是計畫團隊展現出神農街場域在地創生的成效，也是實

踐計畫文化傳播的開端。本週六將由安海港巷弄內未艾公寓店長徐雅萍分享老公寓的改造經

歷，歡迎大家作伙來五條港文化會館林茶、聽講座，認識五條港的職匠與老屋。  

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26&nc_id=31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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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農街口鐵支牆揭幕  ＡＲ體驗  
記者汪惠松／永康報導 2019-07-25 

 

南台科大ＵＳＲ神農街團隊執行海安街道美

術館復育計畫，並在五條港文化會館成立週年

交出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揭幕。   

（南台提供）  

南台科大ＵＳＲ計畫神農街團隊，從三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並在五條港文

化會館成立週年交出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除在南台熱音社演唱〈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並進行ＡＲ擴增實境體驗活動，場面熱烈。  

「鐵支牆」邀請二○一二年於神農街四十七與四十九號側牆創作「鐵花開了」的藝術家廖小樹

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二○一八年底廖小樹邀請夥伴鄭源發老師，共同帶領南台通識中

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學生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五人一起創

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這片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與同學們以山牆的裝飾為出發點，重新組構相

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

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新鮮的風貌。  

鐵支牆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期作品「鐵花開了」

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

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計畫團隊為吸引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ＡＲ擴增實境體驗」，並在

揭幕儀式裡製作了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的原貌與ＡＲ體驗後的

樣貌相互輝映，並由南台校長盧燈茂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準「鐵支牆」作體驗，宣告鐵支

牆與ＡＲ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  

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26&nc_id=31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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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農街口鐵支牆揭幕  ＡＲ體驗  
中華日報  2019 年 7 月 25 日  下午 11:00 記者汪惠松／永康報導  

南台科大ＵＳＲ計畫神農街團隊，從三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並在五條港文

化會館成立週年交出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除在南台熱音社演唱〈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並進行ＡＲ擴增實境體驗活動，場面熱烈。  

「鐵支牆」邀請二○一二年於神農街四十七與四十九號側牆創作「鐵花開了」的藝術家廖小樹

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二○一八年底廖小樹邀請夥伴鄭源發老師，共同帶領南台通識中

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學生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五人一起創

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這片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與同學們以山牆的裝飾為出發點，重新組構相

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

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新鮮的風貌。  

鐵支牆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期作品「鐵花開了」

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

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計畫團隊為吸引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ＡＲ擴增實境體驗」，並在

揭幕儀式裡製作了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的原貌與ＡＲ體驗後的

樣貌相互輝映，並由南台校長盧燈茂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準「鐵支牆」作體驗，宣告鐵支

牆與ＡＲ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  

https://tw.news.yahoo.com/%E7%A5%9E%E8%BE%B2%E8%A1%97%E5%8F%A3%E9%90%B5%

E6%94%AF%E7%89%86%E6%8F%AD%E5%B9%95-%E9%AB%94%E9%A9%97-1500006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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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 USR 計畫復育海安街道美術館交出成績   
神農街口「鐵支牆」揭幕暨 AR 體驗啟用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90725 14:30:39) 

    
「鐵支牆」揭幕活動現
場情形  

「鐵支牆」牆面揭幕邀
請貴賓 (由左至右 )南臺
科大「鐵支牆」協力創
作的謝季書同學、教育
部大學社會責任計畫雲
嘉南區輔導委員陳雍正
教授、南臺科大通識中
心主任邱創雄、南臺科
大校長盧燈茂、台南市
文化協會創會會長鄭道
聰、台南市中西區人文
課課長洪琬怡  

2019 年海安路、神農街
口的「鐵支牆」作品，透
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
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
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
受，以呼應神農街海安
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
氛圍  

社區牆面彩繪畫家廖和
勝先生創作「米耕四季」
的情景  

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五條港 vs 月津港」神農街團隊，從三

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於 7 月 21 日五條港文化會館成立週年紀念日，交出

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的成績單，揭幕儀式在南臺科大熱音社演唱（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鐵支牆」邀請 2012 年於同樣位置（神農街 47 與 49 號側牆）創作「鐵花開了」的藝術家廖

小樹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 2018 年底廖小樹老師邀請夥伴鄭源發老師，一同帶領南臺

科大通識中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五位

同學，一起創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這片位於神農街 47 號與 49 號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老師與同學們以

山牆的裝飾為出點，重新組構相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

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新鮮的風貌。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

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期作品「鐵花開了」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

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

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另一片於「鐵支牆」旁，民權路口長樂米行側牆，緊鄰 2016 年南臺科大通識自主課程創作的

北勢港牆旁的「米耕四季」作品，是由神農街口的茶研室李伯叡老闆，因緣際會下結緣創造雲

林二崙社區的彩繪畫家廖和勝先生，透過李老闆的邀請，彩繪了稻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景象，除了契合長樂米行的意象外，也象徵海安路神農街的豐盈與興旺。  

計畫團隊為了吸引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AR 擴增實境體驗」，並在

揭幕儀式裡製作了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的原貌與體驗「AR 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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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實境體驗」後的樣貌相互輝映，並由該校盧燈茂校長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準「鐵支牆」

作體驗，宣告「鐵支牆」與「AR 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計畫團隊表示，鐵支牆除了揭幕

式的認識「鐵支牆」吉祥語彙的「AR 擴增實境體驗」，近期內會推出讓旅客能融入「鐵支牆」

裡，與牆合照的「AR 擴增實境體驗」，並預計安裝於「鐵支牆」的作品說明牌下。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鐵支牆」與「米耕四季」作品，代表南臺科大 USR 計畫團隊繼元

宵燈會後，又再度與神農街在地人士合力妝點神農街的成果。尤其透過數位科技的開發運用，

讓遊客輕易的認識藝術作品，更是值得讚許的作法。期勉計畫團隊未來繼續朝擴增實境（AR）、

虛擬實境 (VR)發展，讓神農街往昔清代時期的模樣也能呈現眼前，落實神農街成為街區博物館

的美好願景。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58213.aspx#.XTpUg_Iza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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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 USR 計畫復育海安街道美術館交出成績   
神農街口「鐵支牆」揭幕暨 AR 體驗啟用  
2019-07-25 14:33:24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90725 14:30:39 

 
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五條港 vs 月津港」神農街團隊，從三
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於 7 月 21 日五條港文化會館成立週年紀念日，交出
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的成績單，揭幕儀式在南臺科大熱音社演唱（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鐵支牆」邀請 2012 年於同樣位置（神農街 47 與 49 號側牆）創作「鐵花開了」的藝術家廖
小樹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 2018 年底廖小樹老師邀請夥伴鄭源發老師，一同帶領南臺
科大通識中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五位
同學，一起創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這片位於神農街 47 號與 49 號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老師與同學們以
山牆的裝飾為出點，重新組構相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
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新鮮的風貌。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
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期作品「鐵花開了」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
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
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另一片於「鐵支牆」旁，民權路口長樂米行側牆，緊鄰 2016 年南臺科大通識自主課程創作的
北勢港牆旁的「米耕四季」作品，是由神農街口的茶研室李伯叡老闆，因緣際會下結緣創造雲
林二崙社區的彩繪畫家廖和勝先生，透過李老闆的邀請，彩繪了稻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景象，除了契合長樂米行的意象外，也象徵海安路神農街的豐盈與興旺。  
計畫團隊為了吸引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AR 擴增實境體驗」，並在
揭幕儀式裡製作了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的原貌與體驗「AR 擴
增實境體驗」後的樣貌相互輝映，並由該校盧燈茂校長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準「鐵支牆」
作體驗，宣告「鐵支牆」與「AR 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計畫團隊表示，鐵支牆除了揭幕
式的認識「鐵支牆」吉祥語彙的「AR 擴增實境體驗」，近期內會推出讓旅客能融入「鐵支牆」
裡，與牆合照的「AR 擴增實境體驗」，並預計安裝於「鐵支牆」的作品說明牌下。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鐵支牆」與「米耕四季」作品，代表南臺科大 USR 計畫團隊繼元
宵燈會後，又再度與神農街在地人士合力妝點神農街的成果。尤其透過數位科技的開發運用，
讓遊客輕易的認識藝術作品，更是值得讚許的作法。期勉計畫團隊未來繼續朝擴增實境（AR）、
虛擬實境 (VR)發展，讓神農街往昔清代時期的模樣也能呈現眼前，落實神農街成為街區博物館
的美好願景。  
http://news.pchome.com.tw/living/cna/20190725/index-15640364043486618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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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 USR 計畫復育海安街道美術館交出成績   

神農街口「鐵支牆」揭幕暨 AR 體驗啟用  
中央社／  2019.07.25 14:33 

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五條港 vs 月津港」神農街團隊，從三

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於 7 月 21 日五條港文化會館成立週年紀念日，交出

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的成績單，揭幕儀式在南臺科大熱音社演唱（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鐵支牆」邀請 2012 年於同樣位置（神農街 47 與 49 號側牆）創作「鐵花開了」的藝術家廖

小樹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 2018 年底廖小樹老師邀請夥伴鄭源發老師，一同帶領南臺

科大通識中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五位

同學，一起創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這片位於神農街 47 號與 49 號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老師與同學們以

山牆的裝飾為出點，重新組構相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

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新鮮的風貌。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

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期作品「鐵花開了」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

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

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另一片於「鐵支牆」旁，民權路口長樂米行側牆，緊鄰 2016 年南臺科大通識自主課程創作的

北勢港牆旁的「米耕四季」作品，是由神農街口的茶研室李伯叡老闆，因緣際會下結緣創造雲

林二崙社區的彩繪畫家廖和勝先生，透過李老闆的邀請，彩繪了稻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景象，除了契合長樂米行的意象外，也象徵海安路神農街的豐盈與興旺。  

計畫團隊為了吸引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AR 擴增實境體驗」，並在

揭幕儀式裡製作了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的原貌與體驗「AR 擴

增實境體驗」後的樣貌相互輝映，並由該校盧燈茂校長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準「鐵支牆」

作體驗，宣告「鐵支牆」與「AR 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計畫團隊表示，鐵支牆除了揭幕

式的認識「鐵支牆」吉祥語彙的「AR 擴增實境體驗」，近期內會推出讓旅客能融入「鐵支牆」

裡，與牆合照的「AR 擴增實境體驗」，並預計安裝於「鐵支牆」的作品說明牌下。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鐵支牆」與「米耕四季」作品，代表南臺科大 USR 計畫團隊繼元

宵燈會後，又再度與神農街在地人士合力妝點神農街的成果。尤其透過數位科技的開發運用，

讓遊客輕易的認識藝術作品，更是值得讚許的作法。期勉計畫團隊未來繼續朝擴增實境（AR）、

虛擬實境 (VR)發展，讓神農街往昔清代時期的模樣也能呈現眼前，落實神農街成為街區博物館

的美好願景。  

https://n.yam.com/Article/2019072536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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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 (左六 )及與

會貴賓於鐵支牆「AR 擴增實境

體驗」情景的拼圖看板前合影  

「鐵支牆」揭幕活動現場情形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致詞  

  
「鐵支牆」作品，透過表面施以

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

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

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

合的生活氛圍  

鐵支牆」牆面揭幕邀請貴賓 (由左至右 )南臺科大「鐵支牆」協力創

作的謝季書同學、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計畫雲嘉南區輔導委員陳

雍正教授、南臺科大通識中心主任邱創雄、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

台南市文化協會創會會長鄭道聰、台南市中西區人文課課長洪琬

怡  

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五條港 vs 月津港」神農街團隊，從三

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於 7 月 21 日五條港文化會館成立週年紀念日，交出

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的成績單，揭幕儀式在南臺科大熱音社演唱〈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鐵支牆」邀請 2012 年於同樣位置 (神農街 47 與 49 號側牆 )創作「鐵花開了」的藝術家廖小

樹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 2018 年底廖小樹老師邀請夥伴鄭源發老師，一同帶領南臺科

大通識中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五位同

學，一起創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這片位於神農街 47 號與 49 號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老師與同學們以

山牆的裝飾為出點，重新組構相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

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新鮮的風貌。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

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期作品「鐵花開了」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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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

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另一片於「鐵支牆」旁，民權路口長樂米行側牆，緊鄰 2016 年南臺科大通識自主課程創作的

北勢港牆旁的「米耕四季」作品，是由神農街口的茶研室李伯叡老闆，因緣際會下結緣創造雲

林二崙社區的彩繪畫家廖和勝先生，透過李老闆的邀請，彩繪了稻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景象，除了契合長樂米行的意象外，也象徵海安路神農街的豐盈與興旺。   

計畫團隊為了吸引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AR 擴增實境體驗」，並在

揭幕儀式裡製作了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的原貌與體驗「AR 擴

增實境體驗」後的樣貌相互輝映，並由該校盧燈茂校長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準「鐵支牆」

作體驗，宣告「鐵支牆」與「AR 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計畫團隊表示，鐵支牆除了揭幕

式的認識「鐵支牆」吉祥語彙的「AR 擴增實境體驗」，近期內會推出讓旅客能融入「鐵支牆」

裡，與牆合照的「AR 擴增實境體驗」，並預計安裝於「鐵支牆」的作品說明牌下。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鐵支牆」與「米耕四季」作品，代表南臺科大 USR 計畫團隊繼元

宵燈會後，又再度與神農街在地人士合力妝點神農街的成果。尤其透過數位科技的開發運用，

讓遊客輕易的認識藝術作品，更是值得讚許的作法。期勉計畫團隊未來繼續朝擴增實境（AR）、

虛擬實境 (VR)發展，讓神農街往昔清代時期的模樣也能呈現眼前，落實神農街成為街區博物館

的美好願景。  （蔡清欽報導）  

http://www.cntimes.info/docDetail.jsp?coluid=108&docid=104858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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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教授、南臺科大通識中心主任邱創雄、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

台南市文化協會創會會長鄭道聰、台南市中西區人文課課長洪琬

怡  

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五條港 vs 月津港」神農街團隊，從三

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於 7 月 21 日五條港文化會館成立週年紀念日，交出

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的成績單，揭幕儀式在南臺科大熱音社演唱〈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鐵支牆」邀請 2012 年於同樣位置 (神農街 47 與 49 號側牆 )創作「鐵花開了」的藝術家廖小

樹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 2018 年底廖小樹老師邀請夥伴鄭源發老師，一同帶領南臺科

大通識中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五位同

學，一起創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這片位於神農街 47 號與 49 號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老師與同學們以

山牆的裝飾為出點，重新組構相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

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新鮮的風貌。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

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期作品「鐵花開了」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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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

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另一片於「鐵支牆」旁，民權路口長樂米行側牆，緊鄰 2016 年南臺科大通識自主課程創作的

北勢港牆旁的「米耕四季」作品，是由神農街口的茶研室李伯叡老闆，因緣際會下結緣創造雲

林二崙社區的彩繪畫家廖和勝先生，透過李老闆的邀請，彩繪了稻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景象，除了契合長樂米行的意象外，也象徵海安路神農街的豐盈與興旺。   

計畫團隊為了吸引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AR 擴增實境體驗」，並在

揭幕儀式裡製作了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的原貌與體驗「AR 擴

增實境體驗」後的樣貌相互輝映，並由該校盧燈茂校長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準「鐵支牆」

作體驗，宣告「鐵支牆」與「AR 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計畫團隊表示，鐵支牆除了揭幕

式的認識「鐵支牆」吉祥語彙的「AR 擴增實境體驗」，近期內會推出讓旅客能融入「鐵支牆」

裡，與牆合照的「AR 擴增實境體驗」，並預計安裝於「鐵支牆」的作品說明牌下。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鐵支牆」與「米耕四季」作品，代表南臺科大 USR 計畫團隊繼元

宵燈會後，又再度與神農街在地人士合力妝點神農街的成果。尤其透過數位科技的開發運用，

讓遊客輕易的認識藝術作品，更是值得讚許的作法。期勉計畫團隊未來繼續朝擴增實境（AR）、

虛擬實境 (VR)發展，讓神農街往昔清代時期的模樣也能呈現眼前，落實神農街成為街區博物館

的美好願景。  （蔡清欽報導）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725/320908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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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謝季書同學、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計畫雲嘉南區輔導委員陳

雍正教授、南臺科大通識中心主任邱創雄、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

台南市文化協會創會會長鄭道聰、台南市中西區人文課課長洪琬

怡  

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五條港 vs 月津港」神農街團隊，從三

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於 7 月 21 日五條港文化會館成立週年紀念日，交出

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的成績單，揭幕儀式在南臺科大熱音社演唱〈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鐵支牆」邀請 2012 年於同樣位置 (神農街 47 與 49 號側牆 )創作「鐵花開了」的藝術家廖小

樹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 2018 年底廖小樹老師邀請夥伴鄭源發老師，一同帶領南臺科

大通識中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五位同

學，一起創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這片位於神農街 47 號與 49 號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老師與同學們以

山牆的裝飾為出點，重新組構相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

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新鮮的風貌。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

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期作品「鐵花開了」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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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

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另一片於「鐵支牆」旁，民權路口長樂米行側牆，緊鄰 2016 年南臺科大通識自主課程創作的

北勢港牆旁的「米耕四季」作品，是由神農街口的茶研室李伯叡老闆，因緣際會下結緣創造雲

林二崙社區的彩繪畫家廖和勝先生，透過李老闆的邀請，彩繪了稻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景象，除了契合長樂米行的意象外，也象徵海安路神農街的豐盈與興旺。   

計畫團隊為了吸引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AR 擴增實境體驗」，並在

揭幕儀式裡製作了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的原貌與體驗「AR 擴

增實境體驗」後的樣貌相互輝映，並由該校盧燈茂校長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準「鐵支牆」

作體驗，宣告「鐵支牆」與「AR 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計畫團隊表示，鐵支牆除了揭幕

式的認識「鐵支牆」吉祥語彙的「AR 擴增實境體驗」，近期內會推出讓旅客能融入「鐵支牆」

裡，與牆合照的「AR 擴增實境體驗」，並預計安裝於「鐵支牆」的作品說明牌下。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鐵支牆」與「米耕四季」作品，代表南臺科大 USR 計畫團隊繼元

宵燈會後，又再度與神農街在地人士合力妝點神農街的成果。尤其透過數位科技的開發運用，

讓遊客輕易的認識藝術作品，更是值得讚許的作法。期勉計畫團隊未來繼續朝擴增實境（AR）、

虛擬實境 (VR)發展，讓神農街往昔清代時期的模樣也能呈現眼前，落實神農街成為街區博物館

的美好願景。  （蔡清欽報導）  

http://news.pchome.com.tw/living/cdnews/20190725/index-56405701852153250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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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緒勳台南報導】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五條港 vs 月
津港」神農街團隊，從三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於 7 月 21 日五條港文化會
館成立週年紀念日，交出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的成績單，揭幕儀式在南臺科大熱音社演唱
〈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鐵支牆」邀請 2012 年於同樣位置 (神農街 47 與 49 號側牆 )創作「鐵花開了」的藝術家廖小
樹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 2018 年底廖小樹老師邀請夥伴鄭源發老師，一同帶領南臺科
大通識中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五位同
學，一起創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這片位於神農街 47 號與 49 號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老師與同學們以
山牆的裝飾為出點，重新組構相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
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新鮮的風貌。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
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期作品「鐵花開了」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
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
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另一片於「鐵支牆」旁，民權路口長樂米行側牆，緊鄰 2016 年南臺科大通識自主課程創作的
北勢港牆旁的「米耕四季」作品，是由神農街口的茶研室李伯叡老闆，因緣際會下結緣創造雲
林二崙社區的彩繪畫家廖和勝先生，透過李老闆的邀請，彩繪了稻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景象，除了契合長樂米行的意象外，也象徵海安路神農街的豐盈與興旺。  
計畫團隊為了吸引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AR 擴增實境體驗」，並在
揭幕儀式裡製作了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的原貌與體驗「AR 擴
增實境體驗」後的樣貌相互輝映，並由該校盧燈茂校長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準「鐵支牆」
作體驗，宣告「鐵支牆」與「AR 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計畫團隊表示，鐵支牆除了揭幕
式的認識「鐵支牆」吉祥語彙的「AR 擴增實境體驗」，近期內會推出讓旅客能融入「鐵支牆」
裡，與牆合照的「AR 擴增實境體驗」，並預計安裝於「鐵支牆」的作品說明牌下。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鐵支牆」與「米耕四季」作品，代表南臺科大 USR 計畫團隊繼元
宵燈會後，又再度與神農街在地人士合力妝點神農街的成果。尤其透過數位科技的開發運用，
讓遊客輕易的認識藝術作品，更是值得讚許的作法。期勉計畫團隊未來繼續朝擴增實境（AR）、
虛擬實境 (VR)發展，讓神農街往昔清代時期的模樣也能呈現眼前，落實神農街成為街區博物館
的美好願景。http://tn.news.tnn.tw/news.html?c=6&id=13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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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五條

港 vs 月津港」神農街團隊，從 3 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於 7 月 21 日五條

港文化會館成立週年紀念日，交出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的成績單，揭幕儀式在南臺科大熱

音社演唱《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鐵支牆」邀請 2012 年於同樣位置 (神農街 47 與 49 號側牆 )創作「鐵花開了」的藝術家廖小

樹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 2018 年底廖小樹老師邀請夥伴鄭源發老師，一同帶領南臺科

大通識中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 5 位同

學，一起創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這片位於神農街 47 號與 49 號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老師與同學們以

山牆的裝飾為出點，重新組構相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

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新鮮的風貌；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

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期作品「鐵花開了」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

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

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另一片於「鐵支牆」旁，民權路口長樂米行側牆，緊鄰 2016 年南臺科大通識自主課程創作的

北勢港牆旁的「米耕四季」作品，是由神農街口的茶研室李伯叡老闆，因緣際會下結緣創造雲

林二崙社區的彩繪畫家廖和勝，透過李伯叡老闆邀請，彩繪了稻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景

象，除了契合長樂米行的意象外，也象徵海安路神農街豐盈與興旺。   

計畫團隊為了吸引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AR 擴增實境體驗」，並在

揭幕儀式裡製作了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原貌與體驗「AR 擴增

實境體驗」後的樣貌相互輝映，並由該校盧燈茂校長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準「鐵支牆」作

體驗，宣告「鐵支牆」與「AR 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計畫團隊表示，鐵支牆除了揭幕式

的認識「鐵支牆」吉祥語彙的「AR 擴增實境體驗」，近期內會推出讓旅客能融入「鐵支牆」裡，

與牆合照的「AR 擴增實境體驗」，並預計安裝於「鐵支牆」的作品說明牌下。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鐵支牆」與「米耕四季」作品，代表南臺科大 USR 計畫團隊繼元

宵燈會後，又再度與神農街在地人士合力妝點神農街的成果；尤其透過數位科技的開發運用，

讓遊客輕易的認識藝術作品，更是值得讚許的作法；期勉計畫團隊未來繼續朝擴增實境 (AR)、

虛擬實境 (VR)發展，讓神農街往昔清代時期的模樣也能呈現眼前，落實神農街成為街區博物館

的美好願景。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3&n_id=18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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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五條

港 vs 月津港」神農街團隊，從 3 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於 7 月 21 日五條

港文化會館成立週年紀念日，交出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的成績單，揭幕儀式在南臺科大熱

音社演唱《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鐵支牆」邀請 2012 年於同樣位置 (神農街 47 與 49 號側牆 )創作「鐵花開了」的藝術家廖小

樹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 2018 年底廖小樹老師邀請夥伴鄭源發老師，一同帶領南臺科

大通識中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 5 位同

學，一起創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這片位於神農街 47 號與 49 號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老師與同學們以

山牆的裝飾為出點，重新組構相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

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新鮮的風貌；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

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期作品「鐵花開了」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

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

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另一片於「鐵支牆」旁，民權路口長樂米行側牆，緊鄰 2016 年南臺科大通識自主課程創作的

北勢港牆旁的「米耕四季」作品，是由神農街口的茶研室李伯叡老闆，因緣際會下結緣創造雲

林二崙社區的彩繪畫家廖和勝，透過李伯叡老闆邀請，彩繪了稻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景

象，除了契合長樂米行的意象外，也象徵海安路神農街豐盈與興旺。   

計畫團隊為了吸引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AR 擴增實境體驗」，並在

揭幕儀式裡製作了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原貌與體驗「AR 擴增

實境體驗」後的樣貌相互輝映，並由該校盧燈茂校長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準「鐵支牆」作

體驗，宣告「鐵支牆」與「AR 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計畫團隊表示，鐵支牆除了揭幕式

的認識「鐵支牆」吉祥語彙的「AR 擴增實境體驗」，近期內會推出讓旅客能融入「鐵支牆」裡，

與牆合照的「AR 擴增實境體驗」，並預計安裝於「鐵支牆」的作品說明牌下。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鐵支牆」與「米耕四季」作品，代表南臺科大 USR 計畫團隊繼元

宵燈會後，又再度與神農街在地人士合力妝點神農街的成果；尤其透過數位科技的開發運用，

讓遊客輕易的認識藝術作品，更是值得讚許的作法；期勉計畫團隊未來繼續朝擴增實境 (AR)、

虛擬實境 (VR)發展，讓神農街往昔清代時期的模樣也能呈現眼前，落實神農街成為街區博物館

的美好願景。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725/320916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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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五條

港 vs 月津港」神農街團隊，從 3 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於 7 月 21 日五條

港文化會館成立週年紀念日，交出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的成績單，揭幕儀式在南臺科大熱

音社演唱《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鐵支牆」邀請 2012 年於同樣位置 (神農街 47 與 49 號側牆 )創作「鐵花開了」的藝術家廖小

樹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 2018 年底廖小樹老師邀請夥伴鄭源發老師，一同帶領南臺科

大通識中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 5 位同

學，一起創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這片位於神農街 47 號與 49 號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老師與同學們以

山牆的裝飾為出點，重新組構相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

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新鮮的風貌；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

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期作品「鐵花開了」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

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

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另一片於「鐵支牆」旁，民權路口長樂米行側牆，緊鄰 2016 年南臺科大通識自主課程創作的

北勢港牆旁的「米耕四季」作品，是由神農街口的茶研室李伯叡老闆，因緣際會下結緣創造雲

林二崙社區的彩繪畫家廖和勝，透過李伯叡老闆邀請，彩繪了稻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景

象，除了契合長樂米行的意象外，也象徵海安路神農街豐盈與興旺。   

計畫團隊為了吸引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AR 擴增實境體驗」，並在

揭幕儀式裡製作了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原貌與體驗「AR 擴增

實境體驗」後的樣貌相互輝映，並由該校盧燈茂校長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準「鐵支牆」作

體驗，宣告「鐵支牆」與「AR 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計畫團隊表示，鐵支牆除了揭幕式

的認識「鐵支牆」吉祥語彙的「AR 擴增實境體驗」，近期內會推出讓旅客能融入「鐵支牆」裡，

與牆合照的「AR 擴增實境體驗」，並預計安裝於「鐵支牆」的作品說明牌下。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鐵支牆」與「米耕四季」作品，代表南臺科大 USR 計畫團隊繼元

宵燈會後，又再度與神農街在地人士合力妝點神農街的成果；尤其透過數位科技的開發運用，

讓遊客輕易的認識藝術作品，更是值得讚許的作法；期勉計畫團隊未來繼續朝擴增實境 (AR)、

虛擬實境 (VR)發展，讓神農街往昔清代時期的模樣也能呈現眼前，落實神農街成為街區博物館

的美好願景。https://n.yam.com/Article/2019072540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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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 USR 計畫復育府城海安美術館   
神農街「鐵支牆」揭幕×AR 體驗啟用  
2019/7/25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五條
港 vs 月津港」神農街團隊，從 3 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於 7 月 21 日五條
港文化會館成立週年紀念日，交出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的成績單，揭幕儀式在南臺科大熱
音社演唱《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鐵支牆」邀請 2012 年於同樣位置 (神農街 47 與 49 號側牆 )創作「鐵花開了」的藝術家廖小
樹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 2018 年底廖小樹老師邀請夥伴鄭源發老師，一同帶領南臺科
大通識中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 5 位同
學，一起創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這片位於神農街 47 號與 49 號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老師與同學們以
山牆的裝飾為出點，重新組構相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
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新鮮的風貌；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
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期作品「鐵花開了」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
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
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另一片於「鐵支牆」旁，民權路口長樂米行側牆，緊鄰 2016 年南臺科大通識自主課程創作的
北勢港牆旁的「米耕四季」作品，是由神農街口的茶研室李伯叡老闆，因緣際會下結緣創造雲
林二崙社區的彩繪畫家廖和勝，透過李伯叡老闆邀請，彩繪了稻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景
象，除了契合長樂米行的意象外，也象徵海安路神農街豐盈與興旺。   
計畫團隊為了吸引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AR 擴增實境體驗」，並在
揭幕儀式裡製作了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原貌與體驗「AR 擴增
實境體驗」後的樣貌相互輝映，並由該校盧燈茂校長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準「鐵支牆」作
體驗，宣告「鐵支牆」與「AR 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計畫團隊表示，鐵支牆除了揭幕式
的認識「鐵支牆」吉祥語彙的「AR 擴增實境體驗」，近期內會推出讓旅客能融入「鐵支牆」裡，
與牆合照的「AR 擴增實境體驗」，並預計安裝於「鐵支牆」的作品說明牌下。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鐵支牆」與「米耕四季」作品，代表南臺科大 USR 計畫團隊繼元
宵燈會後，又再度與神農街在地人士合力妝點神農街的成果；尤其透過數位科技的開發運用，
讓遊客輕易的認識藝術作品，更是值得讚許的作法；期勉計畫團隊未來繼續朝擴增實境 (AR)、
虛擬實境 (VR)發展，讓神農街往昔清代時期的模樣也能呈現眼前，落實神農街成為街區博物館
的美好願景。  
http://news.pchome.com.tw/sport/greatnews/20190725/index-56405852527793209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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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 USR 計畫復育海安美術館  神農街口「鐵支牆」揭幕×AR 體驗啟用  
2019-06-25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五條港

vs 月津港」神農街團隊，從 3 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於 7 月 21 日五條港文

化會館成立週年紀念日，交出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的成績單，揭幕儀式在南臺科大熱音社

演唱《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鐵支牆」邀請 2012 年於同樣位置 (神農街 47 與 49 號側牆 )創作「鐵花開了」的藝術家廖小

樹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 2018 年底廖小樹老師邀請夥伴鄭源發老師，一同帶領南臺科

大通識中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 5 位同

學，一起創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這片位於神農街 47 號與 49 號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老師與同學們以

山牆的裝飾為出點，重新組構相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

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新鮮的風貌；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

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期作品「鐵花開了」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

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

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另一片於「鐵支牆」旁，民權路口長樂米行側牆，緊鄰 2016 年南臺科大通識自主課程創作的

北勢港牆旁的「米耕四季」作品，是由神農街口的茶研室李伯叡老闆，因緣際會下結緣創造雲

林二崙社區的彩繪畫家廖和勝，透過李伯叡老闆邀請，彩繪了稻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景

象，除了契合長樂米行的意象外，也象徵海安路神農街豐盈與興旺。   

計畫團隊為了吸引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AR 擴增實境體驗」，並在

揭幕儀式裡製作了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原貌與體驗「AR 擴增

實境體驗」後的樣貌相互輝映，並由該校盧燈茂校長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準「鐵支牆」作

體驗，宣告「鐵支牆」與「AR 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計畫團隊表示，鐵支牆除了揭幕式

的認識「鐵支牆」吉祥語彙的「AR 擴增實境體驗」，近期內會推出讓旅客能融入「鐵支牆」裡，

與牆合照的「AR 擴增實境體驗」，並預計安裝於「鐵支牆」的作品說明牌下。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鐵支牆」與「米耕四季」作品，代表南臺科大 USR 計畫團隊繼元

宵燈會後，又再度與神農街在地人士合力妝點神農街的成果；尤其透過數位科技的開發運用，

讓遊客輕易的認識藝術作品，更是值得讚許的作法；期勉計畫團隊未來繼續朝擴增實境 (AR)、

虛擬實境 (VR)發展，讓神農街往昔清代時期的模樣也能呈現眼前，落實神農街成為街區博物館

的美好願景。http://www.twpowernews.com/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3&n_id=16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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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 USR 計畫復育海安美術館  神農街口「鐵支牆」揭幕×AR 體驗啟用  
勁報  2019/07/25 20:35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五條港

vs 月津港」神農街團隊，從 3 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於 7 月 21 日五條港文

化會館成立週年紀念日，交出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的成績單，揭幕儀式在南臺科大熱音社

演唱《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鐵支牆」邀請 2012 年於同樣位置 (神農街 47 與 49 號側牆 )創作「鐵花開了」的藝術家廖小

樹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 2018 年底廖小樹老師邀請夥伴鄭源發老師，一同帶領南臺科

大通識中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 5 位同

學，一起創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這片位於神農街 47 號與 49 號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老師與同學們以

山牆的裝飾為出點，重新組構相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

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新鮮的風貌；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

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期作品「鐵花開了」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

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

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另一片於「鐵支牆」旁，民權路口長樂米行側牆，緊鄰 2016 年南臺科大通識自主課程創作的

北勢港牆旁的「米耕四季」作品，是由神農街口的茶研室李伯叡老闆，因緣際會下結緣創造雲

林二崙社區的彩繪畫家廖和勝，透過李伯叡老闆邀請，彩繪了稻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景

象，除了契合長樂米行的意象外，也象徵海安路神農街豐盈與興旺。   

計畫團隊為了吸引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AR 擴增實境體驗」，並在

揭幕儀式裡製作了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原貌與體驗「AR 擴增

實境體驗」後的樣貌相互輝映，並由該校盧燈茂校長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準「鐵支牆」作

體驗，宣告「鐵支牆」與「AR 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計畫團隊表示，鐵支牆除了揭幕式

的認識「鐵支牆」吉祥語彙的「AR 擴增實境體驗」，近期內會推出讓旅客能融入「鐵支牆」裡，

與牆合照的「AR 擴增實境體驗」，並預計安裝於「鐵支牆」的作品說明牌下。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鐵支牆」與「米耕四季」作品，代表南臺科大 USR 計畫團隊繼元

宵燈會後，又再度與神農街在地人士合力妝點神農街的成果；尤其透過數位科技的開發運用，

讓遊客輕易的認識藝術作品，更是值得讚許的作法；期勉計畫團隊未來繼續朝擴增實境 (AR)、

虛擬實境 (VR)發展，讓神農街往昔清代時期的模樣也能呈現眼前，落實神農街成為街區博物館

的美好願景。https://times.hinet.net/news/2248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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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 USR 計畫復育海安美術館  神農街口「鐵支牆」揭幕×AR 體驗啟用  
2019-07-25 20:35:09 勁報記者于郁金 /臺南報導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五條港
vs 月津港」神農街團隊，從 3 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於 7 月 21 日五條港文
化會館成立週年紀念日，交出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的成績單，揭幕儀式在南臺科大熱音社
演唱《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鐵支牆」邀請 2012 年於同樣位置 (神農街 47 與 49 號側牆 )創作「鐵花開了」的藝術家廖小
樹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 2018 年底廖小樹老師邀請夥伴鄭源發老師，一同帶領南臺科
大通識中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 5 位同
學，一起創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這片位於神農街 47 號與 49 號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老師與同學們以
山牆的裝飾為出點，重新組構相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
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新鮮的風貌；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
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期作品「鐵花開了」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
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
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另一片於「鐵支牆」旁，民權路口長樂米行側牆，緊鄰 2016 年南臺科大通識自主課程創作的
北勢港牆旁的「米耕四季」作品，是由神農街口的茶研室李伯叡老闆，因緣際會下結緣創造雲
林二崙社區的彩繪畫家廖和勝，透過李伯叡老闆邀請，彩繪了稻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景
象，除了契合長樂米行的意象外，也象徵海安路神農街豐盈與興旺。   
計畫團隊為了吸引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AR 擴增實境體驗」，並在
揭幕儀式裡製作了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原貌與體驗「AR 擴增
實境體驗」後的樣貌相互輝映，並由該校盧燈茂校長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準「鐵支牆」作
體驗，宣告「鐵支牆」與「AR 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計畫團隊表示，鐵支牆除了揭幕式
的認識「鐵支牆」吉祥語彙的「AR 擴增實境體驗」，近期內會推出讓旅客能融入「鐵支牆」裡，
與牆合照的「AR 擴增實境體驗」，並預計安裝於「鐵支牆」的作品說明牌下。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鐵支牆」與「米耕四季」作品，代表南臺科大 USR 計畫團隊繼元
宵燈會後，又再度與神農街在地人士合力妝點神農街的成果；尤其透過數位科技的開發運用，
讓遊客輕易的認識藝術作品，更是值得讚許的作法；期勉計畫團隊未來繼續朝擴增實境 (AR)、
虛擬實境 (VR)發展，讓神農街往昔清代時期的模樣也能呈現眼前，落實神農街成為街區博物館
的美好願景。  
http://news.pchome.com.tw/sport/twpowernews/20190725/index-1564058109375134700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