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SR 計畫五條港-神農街區第九週聯合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108 年 11月 08日（五）16:00-18:00 

會議地點： 南臺科技大學 T1143 

主    席： 蕭百芳 

出 席 者： 
蕭百芳老師、陳雯宜老師、許博欽助理、王茗禾助理 

陳洋育助理、廖晉邦 TA、林漢軒 TA。 

紀錄：陳洋育助理 

 

壹、討論事項 

一、關於第十週郊商課群第三次參訪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探索府城要打卡與玩街區遊戲。 
1. 須排出玩遊戲的時間表，40 分鐘一場，一場兩組。 
2. 請記得開出臉書打卡上傳空間。 

(二) 商美是採訪老屋，但是當天課程時間只剩下一銀與五春鍋燒。 
(三) TA 與助理先集中到一銀，再到五春。 

討論結果： 
( 1 ) 請晉邦 TA 協助提醒臉書開版與協助安排街區遊戲順序。 
( 2 ) 其餘照案通過。 

 

二、有關鹽水課群提請討論 

說明： 

(一)鹽水的期刊得在 12月中完稿，請問目前同學採訪的文稿進度是？ 

討論結果： 
( 1 ) 漢軒 TA 回覆，目前進度照表進行中。 

 

三、有關 11/09 花燈相見歡提請討論  

說明： 

(一)12:20在三連堂押車的是茗禾、晉邦。 

(二)百芳老師、雯宜老師與博欽助理 11:30在 79號與 89號集合。 

(三)晉邦與漢軒 12:40在 79號前面幫忙。 

(四)攜帶物品:相機、錄影機、名單、田調單、名牌。 

(五)活動流程表與工作分配如下圖： 



時間 梯次 活動說明 負責人 負責工作 

11:30-12:00 A 住戶相見歡 百芳+雯宜老師 89 號 
 整理報到處 博欽 79 號 

12:20-12:35  三連堂集合上車 茗禾、晉邦 點名押車 

12:45-13:00  報到處 博欽、漢軒 報到工作 
13:00-14:00 A 

B 
聽導覽 漢軒 拍照 

茗禾 拍照錄影 
百芳老師 照顧博後 

C 住戶相見歡 雯宜老師 142、143 號 
博欽 150 號、152 號 
晉邦 拍照 

14:00-15:00 B 住戶相見歡  茗禾 105 號、108 號 
百芳老師 57 號、73 號、

75 號 
雯宜老師 81 號、91 號、

93 號 
博欽 49 號、53 號 

C 聽導覽 漢軒 拍照 
晉邦 拍照 

15:00-15:30  與老師討論 百芳老師 牛肉巷 
港道前段 
汕頭巷 
51 號 
54 號 

 

討論結果： 
( 1 ) 照案通過。 

 

四、有論 Expo 活動討論 

說明： 

(一)需製作作品說明牌、闖關說明牌。 

(二)劇場 DM需修改何處。 

(三)會場幫忙的工讀生聘任問題。 

(四)托克活動的安排。 

討論結果： 
( 1 ) 作品說明牌、闖關說明牌由博欽助理製作。 



( 2 ) 劇場 DM 更改為 

更改部分為上圖紅框處 
1. 下方保留 LOGO: 南臺科技大學、計畫名稱、橋南發展協會。 
2. 右上方加入 輔導單位：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計畫。 
( 3 ) 除所有助理、Ta 幫忙之外，工讀生由林立惟尋找三位同學擔任。 
( 4 ) 托克活動我們神農街場域只有 10 分鐘，請百芳老師安排。 

五、 有關募資討論 

說明： 

(一)插圖與照片的問題 

(二)採訪片段與內容需要補充 

(三)花燈金額所花費數據圖要畫出來 

(四)活動與金額內容 

(五)贈品內容 

(六)風險說明 

(七)出去募資必須有名片，名片的設計討論 

 

    討論結果： 
( 1 ) 募資的內容-找回府城 300 年老街的文化記憶，如附件一。 
( 2 ) 請博欽助理更換募資企劃書中之插圖與照片。 
( 3 ) 採訪片段與內容的補充請助理們負責。 



( 4 ) 花燈金額所花費數據，如下圖： 

( 5 ) 風險說明由茗禾助理協助列出。 
( 6 ) 活動與金額內容、贈品內容皆已列入附件一。 
( 7 ) 名片已設計完成，於近期輸出，如附件二。 

 

六、有關 kpi 

說明： 

(一) 港道遺址 
(二) qrc 
(三) 看見五條港 6   
(四) 周董採訪時間於 11/09 15:30 後 
(五) 舊問卷最後完成時間在 11/24 
(六) 新問卷題目 11/22 初稿，施測完成日在 12/20 

 
討論結果： 

( 1 ) 港道遺址、QRC 已由同學陸續完成中。 
( 2 ) 看見五條港 5 預計於 11/20 完成。 
( 3 ) 看見五條港 6 於 11/09 採訪周董。 
( 4 ) 問卷請洋育助理協助完成。 

 

七、有關 12/06 成果發表提請討論 

說明： 

防水漆

1%

空白燈籠

27%

彩繪材料費

24%

電力工程

32%

燈泡

16%



(一) 海報要先出來才能配合發文寄出 
(二) 海報由博欽助理協助製作 

 
討論結果： 

( 1 ) 照案通過 
 

八、有關花燈自主學習討論 

說明： 

(一) 相見歡後建立十個人一組的小群組，包括 ar 總共 13 組。 
(二) 請助理與老師協助緊盯同學歷程撰寫進度。 
(三) 因太多同學沒來聽說明會，需要再次召開花燈自主線上說明會嗎? 
(四) 水電估價單的索取 
(五) 各戶花燈草圖的設計 

 
討論結果： 

( 1 ) 相見歡後，建立十人小群組後，使用 Line 再辦一次花燈自主說明

會，讓參與學生瞭解該注意的事項 
( 2 ) 助理與老師們之後要分別盯著各群組撰寫活動歷程 
( 3 ) 請茗禾助理向采芩老師拿水電估價單。 
( 4 ) 提醒同學開始畫各戶的草圖 

 

貳、附件一 
 
找回府城 300 年老街的文化記憶,‧珍視開臺文化 
                                    ─2020 鼠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計畫 
 
話說 300 年老街 
你知道開臺城市─台南，300 年前的樣子嗎? 
 
國小課本裡的赤崁樓與安平古堡當時隔著台江內海， 

台江內海的圖 

 
得靠著舢板船通行。 
赤崁樓的岸邊逐漸陸浮成沙洲，海岸線不斷的往西移。 
郊商商人為了方便運送貨物， 



在陸浮地逐漸挖出了五條運輸貨物的港道， 
產生了如威尼斯般水道與街道交織的五條港。

圖看要不要修改那些道路位置 

一府、二鹿、三艋舺的一府指的正是五條港繁忙的水運貿易， 
五條港掌控了府城貿易，也蘊育了台灣的經貿。 
 
五條港中央的港道稱北勢港(又稱南勢港)， 
港的北邊的街道就是北勢街(今稱神農街)， 
那是五條港郊商的行政中心所在。 
 
300 年老街的前世今生 
神農街 300 年前就已存在， 
街道的寬度未曾改變。 
繁盛時期被譽為台灣華爾街 
民初五條港道因淤積諸等多因素被填為下水道， 
也褪去當年繁華的光環。 
一條創造台灣經貿的老街， 
逐漸的被遺忘。 



 
1999 年台南市文化協會發現了保存完整的神農街， 
申請了「台灣府開台港街再造─歷史性街道神農街再造工程」計畫， 
主要以神農街「再生」與「保存空間修繕空間」為出發。 
清代郊商老街屋的面貌逐漸成型。 

 
 
2010-2014 的璀燦耀眼 
2011 年台南市文化協會為了喚起老街百年的記憶， 



在元宵節辦起水仙花展與掛上傳統宮燈， 
有別於政府單位結合科技的新潮花燈 
屬於老街特有的氛圍元宵 
引來人潮，穿流不息。 
─── 
八十歲奶奶，激動哽咽的說── 
這是我小時候的燈會啊! 

 
 
 
困境 1 
然而…………….. 
搭棚掛燈需要經費、人力…….. 
協會撐了四年， 
熄燈了 
 
困境 2 
因燈會帶來人潮， 
短˙短 500 公尺的老街處處充斥著販賣機 
媒體無情批判老街不像老街…… 
神農街已死變成標題 
 
困境 3 
來神農街到底要看什麼? 
神農街除了老， 
與老屋拍照， 
還有什麼????? 



還能做什麼????? 
您認識她嗎????? 
您知道這裡曾有類似威尼斯的水道網絡嗎????? 

 

 

找回老街記憶 



不忍心 300 年前台灣珍貴的港街空間逐漸消逝， 
南臺科大通識的老師們從 103 年就把教室搬到五條港， 
跟著同學一起思索世界罕見港街合一的空間文化保存問題。 
同學們這麼說著 
我覺得應該繼續保有原有的文化並且讓更多人知道台南的五條港是什麼。 
要努力保存現有的文化 讓後世的人能看到台灣原有的樣貌 
我覺得五條港實在難得，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可以保存下來實屬不易。 
能夠保存一個時代的軌跡我覺得是非常美好的，很開心能夠參與 
希望能讓更多人看見這些東西，文化其實一直在推動，也越來越多人注意到這些故事

的存在 
我不是台南市民，從一開始的上課介紹、校外參訪，……看見各位同學的歷史介紹和

文創品的製作，讓我對於神農街在地文化的保存與文創發展抱有非常大的期待，希望這

個歷史悠久的神農街能讓更多人認識。 
 
是的，五條港與中央位置的神農街的港街空間是多麼的特殊與珍貴， 
同學的話令人動容──── 
希望可以繼續將文化保存下去，文化就跟保育類動物一一樣，是珍貴、唯一，一失去

就不復返的。 
 
嘗試與行動 
2018 狗年 
台南市文會協會與我們開始透過元宵會找回記憶， 
邀請住戶與學生一起討論門前花燈該怎麼畫怎麼掛 
老街居民不認識我們，對我們存疑? 
 
只有 11 戶願意掛燈 
 
但是 IG 好評不斷 



 

協會門前的花燈太美，拍照的人潮沒有斷過── 
門口前的椅子竟因拍照的人被坐壞‧‧‧ 
 
而有掛花燈的 11 戶，戶戶在元宵過後都捨不得拆 

 
豬年的轉機與行動 
老街的住民開始改變了， 
11、27、37 三個逐件攀升的數字，代表住民的認同與行動。 



狗年初參與掛燈的 11 戶， 
到狗年末 27 戶參與豬年掛花燈 
豬年真正來臨時增加到 37 戶掛花燈 
南臺科大通識的自主專題課程也迎來熱情的 68 位青年， 
沒日沒夜的挑燈夜戰畫燈為神農街辦展， 
與住戶攜手打造神農街的過年氛圍 

 

神農街的海安路與康樂街段， 
在傳統彩繪燈的裝飾下， 
逐漸找回老街的年味。 
 
但是─ 
五條港珍貴的港街紋理，仍然未被看見 
邀請您一起找回老街記憶珍視港街文化 
鼠年的元宵花燈展 



在住戶的力挺之下， 
參與掛燈的住戶從 37 戶躍升至 51 戶， 
參與彩繪燈籠的學生也由 68 人攀升至 135 人。 
範圍從原先海安路到康樂街段延展到街底藥王廟 
。 
因鼠年的元宵節是 1999 年神農街再造計畫後的第二十個元宵節， 
台南市文化協會與我們想找回清代神農街因北勢港而繁盛一世的記憶， 
我們不只想辦元宵燈會，更想找回港道的記憶。 
協會與我們從倉庫找出 2014 年那時懸掛在老街上的燈籠， 
整理與修補， 
我們想讓這些有歷史意義的燈籠， 
懸掛在北勢港上，再現清代當年元宵節的情景， 
也讓來此賞燈的民眾認識被這條遺忘的港道。 

 
 
文化的保存與珍視， 
就從認識開始 
住戶的採訪 
豬年花燈彩繪的心聲 
 
預計 
109.1.19 開幕 
109.02.08  元宵提燈活動 
1090301  閉幕 
 
但是， 
鼠年花燈所需的經費已經遠遠超出我們的能力。 
神農街上的每一盞燈， 
就需要花費 xxx 金額。 
 



 
 
況且每一盞燈 
都是同學與住戶討論主題、草圖、修正、上色稿到彩繪花燈逐一的過程。 
彩繪花燈的主題不只是鼠年、老屋，還有濃濃的神農街與北勢港的意象。 
 
我們需要您的參與， 
讓 300 年老街與港道被認識與珍視之 
 
如果慕資成果達到 10 萬 
花燈遊街 
印染 DIY 
攝影比賽 
猜燈謎 
 
如果募資達到 20 萬 
花燈 AR 體驗 
提燈夜遊 
發放小提燈 
 
 
如果募資達到 40 萬 
博仁堂中藥鋪製作暖暖包 
認識神農街街區遊戲 
小提燈繪畫 DIY 
 
贊助 2020 鼠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您將可以獲得 
方案 1 
100NT 
純粹贊助 
 
方案 2 
300NT 
明信片+ L 夾 



  
方案 3 
500NT 
帆布袋 

 
 
方案 4 
1000NT 
T-shirt 

 

方案 5 
2000NT 
筆記本+小提燈 



   
 
方案 6 
3000NT 
年曆+小提燈+筆記本 

 
 
 
方案 7 
6000NT 
燈展作品紀念手冊+明信片+筆記本+帆布袋 
 
方案 8 
10000NT 
明信片+筆記本+帆布袋+T-shirt+住宿 
 
方案 9 
30000NT 
明信片+筆記本+帆布袋+T-shirt+住宿+VIP 專屬導覽 
 



方案 10 
50000NT 
明信片+筆記本+帆布袋+T-shirt+L 夾+年曆+燈展作品紀念手冊+小提燈+住宿+VIP 專

屬導覽 
 
主辦單位： 
台南市文化協會 
南臺科大文化底蕴的在地創生與傳播計畫 
 
協辦單位： 
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 
 
 

參、附件二 

 



 
 
 
 

肆、會議紀錄照片 



 

圖一：與助理討論花燈相關問題。 

 

圖二：百芳老師主持會議場景。 


